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北二區 

108/0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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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201903190144 黃茹郁 Syzygy 共融台灣慢舞計畫 築夢個人類 

1-2 新北市 201904050274 張佳雯 

眷戀在老梅－銘德一村文

史紀錄與繪本共創暨眷村

味活動計畫 

築夢個人類 

1-3 新北市 201904190426 廖英惠 日興里－我們的活動中心 築夢個人類 

1-4 新北市 201904200438 王昊天 
花城部落計畫首部曲-FUN

學後的秘密基地 
築夢個人類 

1-5 新北市 201904220465 林奎妙 
逐風踏浪尋石趣-馬崗漁村

記憶採集暨特色保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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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201903050022 
新北市萬里區北基社區發

展協會 
北管技藝研習計畫 幸福社區類 

2-2 新北市 201904170382 
東方桂冠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 
凝聚多元，共創、共榮 幸福社區類 

2-3 新北市 201903080061 愛樂福文創發展關懷協會 音樂入侵計畫 幸福社區類 

2-4 新北市 201904190408 SuperMom 超人媽媽 
我們的院子 2.0－孩子為

根，牽動大樹 
幸福社區類 

2-5 新北市 201904140350 Mingalar par 緬甸街 
Mingalar par 緬甸街---

在台灣看見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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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區 

108/08/03(六)下午時段 13：20 - 1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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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 201904100315 黃晧堃 菜宅野小孩 築夢個人類 

3-2 澎湖縣 201904290746 洪于正 人神共決--澎湖老廟復興 築夢個人類 

3-3 連江縣 201904240518 林晏如 
連江縣南竿鄉四維老屋整

修計畫之露露基地 
築夢個人類 

3-4 新北市 201904240514 邱昌宏 樂齡青銀共耕趣 築夢個人類 

3-5 新北市 201904300855 柯茂琳 
猴硐故事館-礦業村落歷史

的記憶庫 
築夢個人類 

3-6 澎湖縣 201903270201 洪瑀蓁 鹹水煙下的植感生活 築夢個人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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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 201904210453 古義商行 
彎腰青年｜農村協力共學

基地 
幸福社區類 

4-2 連江縣 201904190420 馬祖青年發展協會 
珠螺國小基地復興之盼嗡

同學會 
幸福社區類 

4-3 金門縣 201904290686 黍光行動 
「麥」向南山，「蚵」出

健康 
幸福社區類 

4-4 金門縣 201903060035 嘉年華冰菓室 拾陸歲的拾落穗 幸福社區類 

4-5 台東縣 201903160122 綠色冀泉股份有限公司 
以樹養球-打造亞洲第一個

森林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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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區 

108/08/04(日)上午時段 08：50 - 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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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201904190414 美夢成真影音工作坊 
農情覓藝話台灣新社造聖

火傳承接力運動影音計畫 
幸福社區類 

5-2 新北市 201904210451 中華圓滿同心慈善協會 溫馨公益愛心關懷公益行 幸福社區類 

5-3 新北市 201904250553 火車嘟嘟工作坊 用繪本讀懂心 幸福社區類 

5-4 新北市 201904260580 
社團法人 IPOWER 培力學

社 

老社區的新衣裳：北海岸

藝術祭暨藝術家駐村 
幸福社區類 

5-5 新北市 201904260588 
新北市三芝區福成社區發

展協會 

街角巷弄：故里翻「藝」

家行動 
幸福社區類 

5-6 新北市 201904270624 錦繡園社區 錦繡家園 幸福社區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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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201904270626 Loma’ 小村藝術 
表達性藝術文化照顧：被

遺忘的七腳川 
幸福社區類 

6-2 新北市 201904290698 新村芳書院 開一間書店把人生拼了 幸福社區類 

6-3 新北市 201904290713 台灣好鄰居協會籌備處 
建立家庭心理諮商中心和

社區兒童安全網 
幸福社區類 

6-4 新北市 201904290722 
中華民國長青婦幼關懷協

會 
健康開懷，銀新生活 幸福社區類 

6-5 新北市 201904290740 九份金礦博物館 

『追』記憶與技藝：九份

山城學堂＋礦山沙龍行動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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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區 

108/08/04(日)下午時段 13：20 - 1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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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 201904290683 

Kasavakan Youth 

Organization(簡稱 K.Y.O)

青年團 

Kasavakan 部落刊物-文

化分享空間 
幸福社區類 

7-2 新北市 201904290747 財團法人志浩慈善基金會 多元德育快樂長青班 幸福社區類 

7-3 新北市 201904300831 
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文教

協會 

鶯歌老窯場地方創生 x 空

間活化 
幸福社區類 

7-4 新北市 201904300853 中華種子教育與關懷協會 
樂來樂愛你-樂齡烏克麗麗

班 
幸福社區類 

7-5 新北市 201904300899 
新北市身心障礙多愛公益

推廣協會 

街頭巷尾攏是愛～古早民

俗童玩推廣暨社區關懷活

動 

幸福社區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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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201904300902 臺灣類博物館發展協會 水湳洞記憶 幸福社區類 

8-2 新北市 201904300915 
新北市礦業退休人員交流

協會 

礦業歷史文書資料數位化

建檔保存 
幸福社區類 

8-3 新北市 201904300917 大腳印開心志工隊 
舊衣換新衣-衣藝美學風華

再現 
幸福社區類 

8-4 新北市 201904300972 有種人志工團隊 
輔大農學市集-有溫度的農

學與生活 
幸福社區類 

8-5 新北市 201904170387 德馨圓書畫茶道藝坊 茶氳水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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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