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中一區 

108/07/27(六)上午時段 08：50-12：00 

◎ 第一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1-1 台中市 201903070054 meiling Tsai 
翻轉食代,無麩及丑果逆

襲,讓剩食變盛食 
築夢個人類 

1-2 台中市 201903190151 徐展峯 再現拍瀑拉 築夢個人類 

1-3 台中市 201903230183 沈茗瑋 長照心平台 築夢個人類 

1-4 台中市 201904070283 許世皇 
電電鋼鐵人 重生經歷 

活出精彩人生 
築夢個人類 

1-5 台中市 201904110322 江岳庭 
乘礙而行 -輪椅族友善

公車計畫 
築夢個人類 

 

◎ 第二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2-1 台中市 201903270203 
台中市大雅區橫山社區

發展協會 
串起四百年的童玩古道 幸福社區類 

2-2 台中市 201903290221 陽光民族舞蹈團 舞動樂齡台灣新愛 幸福社區類 

2-3 台中市 201904010237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

發展協會 
趙﹒不趙﹒趙一半 幸福社區類 

2-4 台中市 201904220468 
臺中市十三寮聚落發展

協會 
十三寮-文史記藝 幸福社區類 

2-5 台中市 201904220470 臺中市豐像文化協會 看見家鄉放映中 幸福社區類 

註：當日流程不變，開始、休息及結束時間視各分區現況進行調整。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中一區 

108/07/27(六)下午時段 13：20-17：50 

◎ 第三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3-1 台中市 201904230480 台中市台語文化協會 
說唱台中市中區的大小

事 
幸福社區類 

3-2 台中市 201904240512 
臺中市大雅區忠義社區發

展協會 
忠義看飛機的大家市集 幸福社區類 

3-3 台中市 201904240522 熊與貓咖啡書房 
共享書房——台中城南

地方創生計畫 
幸福社區類 

3-4 台中市 201904250547 財團法人台灣青年基金會 

好好玩！沒發現我在做

公益！＞「益起趣玩：

中台灣公益輕旅行」出

版計劃 

幸福社區類 

3-5 台中市 201904260585 
逢甲大學庶民文化研究中

心 

藝術介入，青銀互學 ─ 

東勢慶東社區之學校與

社區有機整合計畫 

幸福社區類 

 

◎ 第四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4-1 台中市 201904230478 紀芃 
視覺下的 sediq Toda-

(織紋))研究調查 
築夢個人類 

4-2 台中市 201904270625 陳正勛 
泡在水里 水里鄉人文

故事×老店美食 原稿展 
築夢個人類 

4-3 台中市 201904280653 謝孟勳 
死亡空間復甦的藝術中

繼任務 
築夢個人類 

4-4 台中市 201904290717 蔡東榛 
消失的藺草田-傳承藺

草技藝 
築夢個人類 

4-5 台中市 201904300785 隋意如 
清水眷村展覽－－敦清

睦鄰 
築夢個人類 

註：當日流程不變，開始、休息及結束時間視各分區現況進行調整。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中一區 

108/07/27(六)下午時段 13：20-17：50 

◎ 第五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5-1 台中市 201904280660 明日餐桌（原七喜廚房） 
翻轉生活的零廢棄社區

環保廚房 
幸福社區類 

5-2 台中市 201904280673 臺中市博愛文化協會 
社區「美」樂地-巷弄

里的創作課 
幸福社區類 

5-3 台中市 201904290699 台中市有機生活協會 “找稻田”在中科雅秀 幸福社區類 

5-4 台中市 201904290704 臺中市食農教育發展協會 
串聯過去與現在-推展

社區永續家園一起來 
幸福社區類 

5-5 台中市 201904300816 臺中市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再見，921-災難的記

憶，社造的累積 
幸福社區類 

註：當日流程不變，開始、休息及結束時間視各分區現況進行調整。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中一區 

108/07/28(日)上午時段 08：50-12：15 

◎ 第六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6-1 台中市 201904300811 熊進財 
遊藝思影音行銷 Show 

Power ssociation(SPA) 
築夢個人類 

6-2 台中市 201904300827 蕭立琦 雲林斗南湯圓店 築夢個人類 

6-3 台中市 201904300847 黃芷樺 
街區實境遊戲創意營造

計畫 
築夢個人類 

6-4 台中市 201904300968 林冠佩 
「齒」刻啟程-一位牙醫

生的行醫計畫 
築夢個人類 

6-5 台中市 201904200441 賴世晃 
維多利亞社區「樂齡安

親義工團」實施計畫 
築夢個人類 

 

◎ 第七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7-1 台中市 201904250535 清水土野共學教室 
造「窯」計畫-以

「窯」創「餚」 
幸福社區類 

7-2 台中市 201904290751 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從實境遊戲看到東協廣

場移民工：一款有笑有

淚有文化意義的旅程 

幸福社區類 

7-3 台中市 201904290770 
東海美食育共好實踐團

隊 

美力好食光˙為共好廚

房努力! 
幸福社區類 

7-4 台中市 201904300805 沙發客來上課 
沙發客來上課-把世界

帶進教室 
幸福社區類 

7-5 台中市 201904300815 
社團法人臺灣花園城市

發展協會 

霧起峰生~霧峰地方創

生 20 年分享及行動計

畫 

幸福社區類 

7-6 台中市 201904300818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

瑪汶協會 

窯想-“Prun na 

Taka”泰雅共作文化 
幸福社區類 

註：當日流程不變，開始、休息及結束時間視各分區現況進行調整。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中一區 

108/07/28(日)下午時段 13：20-15：30 

◎ 第八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8-1 台中市 201904300844 
臺中市友善城市發展協

進會 

出門在外，想上廁所就

上（就不擔心了） 
幸福社區類 

8-2 台中市 201904300845 臺中市生活願景協進會 
「荔」求共榮-社區參

與計畫 
幸福社區類 

8-3 台中市 201904300849 頑石劇團 

只為與你相「劇」－頑

石劇團社區表演家幸福

計畫 

幸福社區類 

8-4 台中市 201904300892 大茅埔調查團 
大茅埔-會說故事的房

子 
幸福社區類 

8-5 台中市 201904300951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 統獨聊天室 幸福社區類 

8-6 台中市 201904100309 台灣青銀共創行動學會 
桂林村無憂學堂~開學

了 
幸福社區類 

8-7 台中市 201904300949 中華大悲心普賢學會 健康生活 幸福社區類 

註：當日流程不變，開始、休息及結束時間視各分區現況進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