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說明工作坊分組名單：台北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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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903060032 有点文化 有點熟電台 幸福社區類 

1-2 台北市 201903060038 
社團法人臺北市臻佶祥社

會服務協會 
惜食中途島 幸福社區類 

1-3 基隆市 201903060047 基隆市顧八斗協會 幸福八斗 大家一起來 幸福社區類 

1-4 台北市 201903150108 龍家庄設計坊 心不老聚家列車 幸福社區類 

1-5 台北市 201903150111 
社團法人中華亞洲環境生

態護育交流協會 
當我們住在一起 幸福社區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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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201903310228 邀賀良善有限公司 共寓生活 Book&Booking 幸福社區類 

2-2 台北市 201904020255 Iris 無界遊教社 Iris 無界遊教社 幸福社區類 

2-3 台北市 201904060279 魚池戲劇節籌備小組 
2019 魚池戲劇節：轉來看

戲 
幸福社區類 

2-4 台北市 201904080293 
財團法人好家宅共生文化

教育基金會 

共生沙龍：一起喝咖啡、

聊照顧 
幸福社區類 

2-5 台北市 201904140349 台北市安全漫遊協會 哇！北投安全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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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8/08/03(六)下午時段 13：20 - 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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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 201903230185 呂佳瑩 

食物銀行社區營造-1950

兒少待用餐暨高齡長者陪

伴推動社會公益推廣嶄新

計畫 

築夢個人類 

3-2 台北市 201904280648 張瑞芳 
“食菜有、趣、聚”樂齡

圓夢計畫 
築夢個人類 

3-3 台北市 201904160374 李奕函 
全民「攝」造，「家」倍

幸福 
築夢個人類 

3-4 台北市 201904230472 陳曉雯 
愛在飄洋過海時：移工庇

護中心紀錄片拍攝計畫 
築夢個人類 

3-5 嘉義縣 201904230488 簡雅宥 
帶偶出走：校園反霸凌，

你我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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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201904170381 基隆青年陣線協會 
籃板進區－社區籃球場改

造計畫 
幸福社區類 

4-2 台北市 201904180392 貳拾號公民會所 
社區專長交換–打造社區共

享廚房 
幸福社區類 

4-3 台北市 201904230473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青年勞工電影院 幸福社區類 

4-4 台北市 201904230481 任林教育基金會 
我來聽你說-弱勢關懷陪伴

計畫 
幸福社區類 

4-5 台北市 201904260598 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4D 糖廍故事時光機 幸福社區類 

4-6 台北市 201903200154 八仙過圳小組 土地公小學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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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8/08/3(六)下午時段 13：20 - 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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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270614 配客嘉股份有限公司 
用 100%的環保來包裝

100%的愛心 
幸福社區類 

5-2 台北市 201904280668 清田茶葉行 
社區實境文化解謎探險-認

識青田之美 
幸福社區類 

5-3 台北市 201904290725 台灣再創力發展協會 
頭份蘆竹湳阿嬤時代の古

早味地方創生計畫 
幸福社區類 

5-4 台北市 201904290748 果陀劇場 

祖孫牽手‧玩美城鄉 - 活

化歷史嘉義跨世代交流活

動 

幸福社區類 

5-5 台北市 201904300774 電火布工作室 電火布音樂活化 幸福社區類 

5-6 台北市 201904300813 拾肆號洋行 我自閉，但我不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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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8/08/04(日)上午時段 08：50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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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904300820 台灣冒險學習發展協會 板曆進化論 幸福社區類 

6-2 台北市 20190430083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

道協會 

戀戀八仙圳～ 推動關渡平

原稻田友善農耕 
幸福社區類 

6-3 台北市 201904300840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登山教

育協會 
亞成鳥計畫_來自山的祝福 幸福社區類 

6-4 台北市 201904300843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四四南村說唱藝術扎根計

畫 
幸福社區類 

6-5 台北市 201903220180 
社團法人台灣文創牌卡教

育推廣協會 

我想陪伴你～青年，據

點，心活力 
幸福社區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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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904010240 成瑋盛 
逆風少年夢想劇點藝術計

畫 
築夢個人類 

7-2 台北市 201904290727 陳木村 三灣北埔村野薑花秘境 築夢個人類 

7-3 台北市 201904290733 林聖亞 

社區與善的距離-創造少

年·歸·平台～中輟轉介青少

年樂團 

築夢個人類 

7-4 台中市 201903010003 游勝宏 
犂市犂事二次方：文化聚

場 
築夢個人類 

7-5 南投縣 201904260563 董于安 
客家創新視覺設計翻轉水

里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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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區 

108/08/04(日)下午時段 13：20 - 1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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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1904300862 公共電視綠屋頂園藝社 公共電視地景改造計畫 幸福社區類 

8-2 台北市 201904300911 逆風劇團 
夢想列車巡迴計畫，偏鄉

孩童藝術陪伴行動 
幸福社區類 

8-3 台北市 201904300919 Rumahku 志工團 
從「醫院」開始，讓「移

工」回家。 
幸福社區類 

8-4 台北市 201904300935 土也社區工作室 
洲美互助好住-地方文化創

廣計畫 
幸福社區類 

8-5 嘉義縣 201904300821 嘉義縣愛幸福關懷協會 傳遞幸福，愛在長青 幸福社區類 

 

◎ 第九組 

排序 縣市 計畫編號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提案類型 

9-1 台北市 201904300963 臺灣紹興學程 
紹興誼難忘：社區搬遷中

的藝術創生 
幸福社區類 

9-2 台北市 201904300982 眼底城事 兒童手作公園第二階段 幸福社區類 

9-3 新竹縣 201904030262 瓦當人文有限公司 底竹東 幸福社區類 

9-4 台北市 201904180393 
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

造協會 

營造社會投資模式的高齡

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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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