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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計畫說明暨主題交流會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緣起 

因應社會面對全球化、人口結構老化、產業結構變化、數位

轉型及青年世代相對剝奪感等多元挑戰，為鼓勵各界共同積極推

動社區營造，並促成公私部門及產官學研各界社區營造參與者之

經驗交流與學習，特辦理 4 場跨部會計畫說明暨主題交流會，主

題包含「青年社造、社區產業、社會設計、社造交流」四大面項，

故將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及典範案例進行經驗分享，促進團隊及

與會夥伴對社區營造能有深度之認識與瞭解，形塑友善社區營造

之氛圍，進而凝聚社造能量邁向下一階段發展，引導地方實踐包

容永續，共創社區營造、地方創生、文化產業永續的更多可能。 

二、 主辦單位：文化部 

三、 承辦單位：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專案輔導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四、 參加對象： 

各生活美學館、縣市政府(含社區營造中心、社造據點、公所)、

已獲文化部地方創生補助計畫及社造多元協力跨域共創計畫之

相關執行單位等共同參與，此外，亦將於台灣社區通公告，開放

各界有志者踴躍參與。單場線上會議與會者最高可達 200 人。 

 

五、 辦理形式：線上 U meeting 會議室，視訊軟體使用說明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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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資訊 

時間 議程 

場次 第 1 場 第 2 場 第 3 場 第 4 場 

會議主題 青年社造 社區產業 社會設計 
社造交流 

論壇 

會議時間 
8 月 4 日 (四) 

14:00~17:00 

8 月 8 日 (一) 

14:00~17:00 

8 月 15 日 (一) 

14:00~17:00 

8 月 26 日 (五) 

14:00~17:00 

13:30-14:00 單位報到 

14:00-14:10 主席開場 主席開場 主席開場 
主席開場 

及部會介紹 

14:10-15:00 

[主題演講] 

在地青年 

x 

永續旅行 

島內散步 

邱翊執行長 

[主題演講] 

人本設計 

x 

產業轉型 

林事務所 

林承毅執行長 

[主題演講] 

社會設計 

x 

創新思維 

Social AED 

林紹偉創辦人 

部會相關 

社造計畫說明 

(內政部、教育部、
衛福部、經濟部、
勞動部、環保署、
客委會、農委會、
原民會、文化部) 

15:00-15:30 

[典範案例] 

Part 1 

阮劇團 

汪兆謙創辦人 

[典範案例] 

Part 1 

茶籽堂 

趙文豪創辦人 

[典範案例] 

Part 1 

森思眼動 

陳信至執行長 

[主題演講] 

社區營造 

x 

永續共榮 

臺東縣鹿野鄉永
安社區發展協會 

廖中勳總幹事 

15:30-16:00 

[典範案例] 

Part 2 

天賜糧源 

鍾雨恩創辦人 

[典範案例] 

Part 2 

金魚‧厝邊 

彭仁鴻創辦人 

[典範案例] 

Part 2 

5%DESIGN 

ACTION 

楊振甫創辦人 

[典範案例] 

離島出走 

工作室 

楊馥慈創辦人 

16:00-17:00 綜合座談 

17:00 會議結束 

◆註:主辦單位保有更動議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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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41xxgV  

(二)  受理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止。 

八、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全程免費，線上網路報名，承辦單位將於 7 月 29 日

回覆報名成功之通知信並提供視訊會議連結至報名時所填

報之電郵。 

(二)  單場線上會議與會者最高可達 200人，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三)  本簡章如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

公告為主，並同步更新於報名網頁；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

與變更之權利。 

九、 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專案輔

導中心(財團法台灣經濟研究院)：02-2586-5000 分機 163 (徐小姐) 

或分機 316 (李小姐) 

  

https://reurl.cc/41xx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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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場主題/青年社造交流/時間：111年 8月 4日 (四) 

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13:30-14:00 單位報到 - 

14:00-14:10 主席開場 文化部代表長官致詞並主持會議 

14:10-15:00 

主題演講 
在地青年 x 永續旅行 

講師：島內散步邱翊執行長 

現任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理事邱翊，長

期深耕在地，以在地青年觀點結合永續旅

行，傳遞地方文化特色，讓各界重新認識地

方，深化旅行意義。 

15:00-15:30 

典範案例 

Part 1 

阮劇團 

Our Theatre 

案例介紹：阮劇團以「社區價值」為經營核

心的「嘉義居民的文化轉運站─新嘉義座」，

獲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

除定期舉辦藝文活動匯聚鄰近居民，也深

入戲劇演出推廣、國際藝文交流、全齡戲劇

教育、跨域新創意等，成功有效捲動嘉義新

活力，成立至今已累計演出 700 多場，且

曾多次入圍台新藝術獎，並代表台灣至英

國愛丁堡藝穗節、羅馬尼亞錫比烏國際戲

劇節等國際藝文節慶演出。 

15:30-16:00 

典範案例 

Part 2 

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

司 

案例介紹：天賜糧源活化昔日舊糖廠，以有

機為核心價值，替農業重新灌入新思維，除

推動友善耕作外，盼落實產銷間合理回饋

機制給農友，消費者以農村體驗旅遊認識

農村，建立正向循環，共創永續農村，榮獲

農委會農糧署精饌米獎、花蓮百大伴手禮

推薦。創辦人鍾雨恩曾任行政院農委會青

年農民輔導平台之第三屆百大青農及現任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 

16:00-17:00 綜合座談 

為使會議順暢進行並顧及線上夥伴發言權

益，將引導與會者透過 U meeting 訊息留言

版發表意見。 

17:0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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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題/社區產業交流會/時間：111年 8月 8日 (一) 

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13:30-14:00 單位報到 - 

14:00-14:10 主席開場 文化部代表長官致詞並主持會議 

14:10-15:00 

主題演講 
人本設計 x 產業轉型 

講師：林事務所 林承毅執行長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教授設計思考)、台灣地域振興聯盟共同

發起人，跨足社會科學、商業、藝術及設

計等領域，以人文觀點解析生活事務，致

力推廣體驗設計觀點。 

15:00-15:30 

典範案例 

Part 1 

茶籽堂 

(捷順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案例介紹： 

位於宜蘭南澳朝陽社區，昔日除種植苦

茶樹外，更有許多荒廢農地，經過創辦人

爬梳台灣苦茶籽產區做文化鄉野調查，

發現地方存在農業知識、環境永續、高齡

化等多樣複雜問題，基此，以契作方式連

結社區與企業利益，改變原以茶籽加工

代製業為主，轉而朝向創立自有品牌「茶

籽堂」，不僅開發具有台灣傳統特色的茶

籽商品，更導入文創意涵與地方特色，跨

產業之整合式行銷，期許打造臺灣農業

正向循環的企業，進而改善當地社會問

題，為社會永續發展盡一己之力。 

15:30-16:00 

典範案例 

Part 2 

金魚‧厝邊 

(蘭城巷弄有限公司) 

案例介紹： 

以「好厝邊」的精神串連在地人、地、產，

挖掘在地城鎮品牌魅力特色，亦作為地

方創生關係人口媒合之中介機構，透過

在地導覽、文化體驗活動，促進互動交

流，打造留鄉人才支持系統，營造友善青

年環境，進而行銷在地品牌與創生。於

108 年參加青年壯遊點 DNA 計畫，組成

「金魚厝邊」團隊，串連在地達人及衝浪

專業社群，發展出屬於頭城的壯遊體驗

活動經營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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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16:00-17:00 綜合座談 

為使會議順暢進行並顧及線上夥伴發言

權益，將引導與會者透過 U meeting 訊息

留言版發表意見。 

17:0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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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主題/社會設計交流會/時間：111年 8月 15日(一) 

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13:30-14:00 單位報到 - 

14:00-14:10 主席開場 文化部代表長官致詞並主持會議 

14:10-15:00 

主題演講 
社會設計 x 創新思維 

講師：Social AED 林紹偉創辦人 

現任社企流獨家專欄作者、國立台灣

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創意創業學程業

師等，林紹偉創辦人專注打造社會設

計支持系統，將行動轉為永續影響

力，盼拓展組織思考框架，豐富執行

能力，致力推動組織創新變革轉型。 

15:00-15:30

典範案例 

Part 1 

森思股份有限公司 

(森思眼動) 

案例介紹：為亞洲第一間專注於眼動

應用開發的公司，透過眼動科技來解

決身心障礙者溝通問題，更協助職缺

媒合與專業技能培訓。從教育學習到

互動廣告，都能結合眼球追蹤直覺互

動、精準模擬的特性，未來將因應各

產業所需的內容，發展出各種不同的

應用，邁向友善科技品牌。榮獲文化

部 2022 年「設計驅動跨域整合創新

計畫 Demo Pitch」社會創新類首獎及

經濟部 SBIR 創新服務獎等獎項。 

15:30-16:00

典範案例 

Part 2 

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 

案例介紹：不同於公益捐款方式，乃

透過實際的設計行動，鼓勵業界設計

師及相關專業人士共同投入 5%的業

餘「時間」與「專業」，針對社會課題

與挑戰與第一線的組織人員一同進

行社會創新工作提出一套新解方。其

目的不在於取代現存社會中的各類

組織，希冀透過實際的設計行動，驅

動各個組織合作與創新，共創更美好

的社會環境。榮獲 2014 年文化部文

創之星創意加值競賽、2015 年勞動部

社會創新創業競賽、2016 年經濟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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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點設計獎社會設計特別獎、La Vie 

2017 台灣創意力 100 等殊榮，並多次

入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創新平

台之「Buying Power 社創良品」。 

16:00-17:00 綜合座談 

為使會議順暢進行並顧及線上夥伴

發言權益，將引導與會者透過 U 

meeting 訊息留言版發表意見。 

17:0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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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主題/社造交流論壇/時間：111年 8月 26日(五)  

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13:30-14:00 單位報到 - 

14:00-14:10 主席開場及部會介紹 

介紹與會部會 (內政部、教育部、

衛福部、經濟部、勞動部、環保

署、客委會、農委會、原民會) 

14:10-15:00 部會社造相關計畫說明 

內政部、教育部、衛福部、經濟部、

勞動部、環保署、客委會、農委會、

原民會、文化部 (每單位 5 分鐘) 

15:00-15:30 

主題演講 
社區營造 x 永續共榮 

講師：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

會廖中勳總幹事 

致力於投入地方文史工作、社區營

造、環境教育、產業活化、地方創生

等工作，該會曾獲選 2001 及 2010 年

文建會社造年會績優社造團隊、2010

文化部評定社區深度旅遊優等獎、

2007 第一屆全國十大經典農漁村，

全國「第一屆金牌農村」金牌獎，且

其更創辦仙人掌鄉土工作室，成功推

動永安社區活化、鹿野文化生活圈、

台東 2626 市集、瑞源小學堂、鹿野

馬拉松、玉龍泉生態步道、武陵綠色

隧道，近年結合市集和創鹿野好物福

利社，分享鹿野農特產及文創故事商

品。 

15:30-16:00 

典範案例 
離島出走工作室 

案例介紹：澎湖群島有全世界分布密

度最高的石滬群，卻因海洋資源匱

乏、修復匠師凋零問題，石滬逐漸消

失中。2017 年海生海長的澎湖青年楊

馥慈和夥伴曾宥輯返鄉創辦離島出

走，以「里海的永續旅遊設計」為出

發，整合在地資源推出石滬旅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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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議程 說明 

務，並串連地方、培訓漁村長輩擔任

解說員，找回自身價值與認同感感，

更將部份盈餘回饋至石滬修復基金，

持續性投入高耗人力、高耗時的石滬

修復，達成與社區、友善海洋，文化

傳承的共好模式。 

16:00-17:00 綜合座談 

為使會議順暢進行並顧及線上夥伴

發言權益，將引導與會者透過 U 

meeting 訊息留言版發表意見。 

17: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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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軟體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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