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北一區 

107/08/04(六)上午時段 08：50 - 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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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803060028 林凱馳 用愛+物聯網 守護社區長者健康 築夢個人組 

1-2 台北市 201803310200 黃佳櫻 ❤ Can Fly （ 愛可以飛翔） 築夢個人組 

1-3 台北市 201804250502 濟良所 分解塑膠袋最可愛辦法 築夢個人組 

1-4 台北市 201804250504 張瑞芳 “餐桌上的友誼”樂齡圓夢計畫 築夢個人組 

1-5 新北市 201804270558 陳威融 
文史餐桌-用家常菜找回社區的記憶
拼圖 

築夢個人組 

1-6 台北市 201804270566 鄭佑軒 林邊漁村老宅創生基地 築夢個人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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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803160090 
社團法人恩物社會服務推廣
協會 

107-108 年 幸福社區組 

2-2 台北市 201803160097 中華好食群耕協會籌備組 幸福好食群耕微講堂 幸福社區組 

2-3 新北市 201803190112 
社團法人台灣烏克麗麗教育
人文關懷學會 

愛在星光點點處~微笑星
光 

幸福社區組 

2-4 台北市 201803250152 
育成高中樂齡服務學習教學
團隊 

樂齡傳承跨世代互動營
隊 

幸福社區組 

2-5 台北市 201804030224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牧愛堂 生命其實可以不一樣 幸福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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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7/08/04(六)下午時段 13：20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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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201804280595 薛天惠 返家-拍攝基隆 築夢個人組 

3-2 台北市 201804280597 簡宜婷 花蓮磯崎好聚落計畫 築夢個人組 

3-3 台北市 201804280601 陳怡文 為土地唱歌音樂季 築夢個人組 

3-4 台北市 201804300766 溫佳琪 苗繪在地，體驗文化 築夢個人組 

3-5 台北市 201804300772 賴允晨 簡單的，旅行調味料 築夢個人組 

3-6 台北市 201804300868 陳德泉 社區公園之銀髮樂活心能量 築夢個人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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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804060244 
社團法人台灣夢想城鄉營造
協會 

營造社區博物館：艋舺共
學計畫 

幸福社區組 

4-2 台北市 201804080250 台北市安全漫遊協會 
推動北投成為安全漫遊
城市 

幸福社區組 

4-3 台北市 201804120310 貳拾號公民會所 
「攝」區好 young-社區
少年導演這裡拍 

幸福社區組 

4-4 台北市 201804180373 公共電視綠屋頂園藝社 
公共電視綠屋頂暨康寧
生態花園 

幸福社區組 

4-5 台北市 201804200405 台北市糖廍文化協會 
青銀共創的家-糖廍裡的
生態家 

幸福社區組 

4-6 台北市 201804230438 草山樂坊 
以「點線面」推展的村落
文化藝術 

幸福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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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7/08/05(日)上午時段 08：50 - 1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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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804300790 鄭信盛 《青春‧故事的歌》看見希望‧音樂創作 築夢個人組 

5-2 台北市 201804300793 楊以新 呢南著的世外桃源 築夢個人組 

5-3 台北市 201804300822 周兆瑩 潮屏東 築夢個人組 

5-4 台北市 201804300778 呂佩芸 無毒農漁，共享江山 築夢個人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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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201804270554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
發展協會 

生。機平台----吃灰轉吃醋 幸福社區組 

6-2 台北市 201804270561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萬芳 140•藝文小精靈 幸福社區組 

6-3 台北市 201804270564 華山站貨場 華山站貨場-助星計畫 幸福社區組 

6-4 台北市 201804280591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社區
發展協會 

華江蝴蝶生態環境教育園區 幸福社區組 

6-5 台北市 201804280614 移動故事屋有限公司 跨越邊境的數位藝術劇場 幸福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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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7/08/05(日)下午時段 13：20 -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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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804290625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
會 

照顧咖啡館多元計畫 幸福社區組 

7-2 基隆市 201804290634 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 
重返凱達格蘭族巴賽人
榮耀 

幸福社區組 

7-3 台北市 201804290684 向樂達工房 
躲貓貓市集-社區一起動
一動 

幸福社區組 

7-4 台北市 201804300726 善步地方教育工作室 
擾動天龍-天母孩子視角
的議題社區報 

幸福社區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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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201804300767 中華民國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北管亂彈 雞籠馨傳 幸福社區組 

8-2 台北市 201804300769 土也社區工作室 
洲美互助好住-共「灶」記
憶行動 

幸福社區組 

8-3 台北市 201804300779 
財團法人台北市任兆璋修女
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 

為家而讀、社區幸福 幸福社區組 

8-4 台北市 201804300841 
社團法人台灣冒險學習發展
協會 

『美的髮緻』~ 玩美法治
到布農一家 

幸福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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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