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1年社區營造點甄選實施計畫-核定補助名單 

✽文化社造類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1 臺中市梧棲區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梧棲港街－回航 

2 
臺中市后里區火車頭社區營造促進

協會 

「環」環相扣‧「袋」袋傳承－火車頭環保布袋戲培

訓計畫 

3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 最吸睛的小小解說員 

4 社團法人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再見轆牙溝~圖繪南屯文化行腳 

5 大地風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大家相揪來開戶-咱ㄟ大地時間銀行 

6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社區發展協會 光隆社造枝仔冰~透心涼 

7 有限責任臺中市林業生產合作社 探索與認同-疏開移民史抽樣調查 

8 臺中市后里區眉山社區發展協會 戲說眉山～祖孫演很大 

9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走˙康橋散步去 

10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社區發展協會 共話．共畫~南屯臺中第一街 

11 臺中市沙轆社文化協會 哇! 拍瀑拉族沙轆社 

12 蒲公英文創魅力舞劇團 菲越印象~社區資訊傳播好報你知 

13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文化發展協會 竹報平安燕-車籠埔生態文創行動 

14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綠光尋夢五感體驗—興安心安 

15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社尾-尋夢園 

16 臺中市石岡區南眉文化促進會 燃(南)眉之急-搶救滅村計畫 

17 兩岸四川經濟文化交流協會 巧手綉「川」扎染風采 

18 臺中市西屯區鑫何南社區發展協會 
「月老紅線牽」桃花大旺 脫單在望-遇見”鑫何

南”故事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19 社團法人臺中市藝造豐原協會 圳路漫漫三百年～圳詠詩情 

20 臺中市豐原區翁社社區發展協會 創藝翁社～吾愛吾漆~藝術留根計畫 3 

21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新庄仔ㄟ代誌-咱的故鄉咱的故事 

22 臺中市鄉土童玩協會 祖孫 e起 LINE童玩 

23 台中市台語文化協會 中區舊城生活 PODCAST-恁來學，我來講 

24 臺中市北屯區北京社區發展協會 找回共享佐味香菜的古早人情味 

25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社區發展協會 海誓山盟。情傳香里 

26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西川百工達人記憶(記憶)傳承 

27 臺中市豐原區大南嵩社區發展協會 南山鬼洞探究竟~嵩橘壬寅虎來旺 

28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找回~大湖內 30間的風貌 

29 臺中市烏日區光德文化協會 光德文化十年，帶領返鄉青年探索烏日庄 

30 臺中市清水生活美學協會 再現傳統染藝之美～藍染 

31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社區發展協會 世代前進-新坪魯班工藝逗陣走 

32 台中市南屯區三厝社區發展協會 消失的文化~再現風華 

33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社區發展協會 草湳妝啥貨?土地公伯塗豆 

34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食農‧食米之中山好食在 

35 臺中市山城美學關懷協會 產業在線!線上廣播人才初階培訓工作坊 

36 
臺中市西屯區下七張犁文化發展協

會 
快閃、飛躍下七張犁 

37 臺中市吉峰社區長青發展協會 吉峰話諸葛孔明 

38 臺中市十三寮聚落發展協會 十三寮-耆藝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39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鹿寮ㄆㄚ ㄆㄚ GO 

40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社區發展協會 好食在平德、回味在北平！ 

41 臺中市北屯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北屯三和尋寶趣 

42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真愛上城劇場 

43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社區發展協會 盛夏食農趣-低碳生態特色料理 

44 臺中市南區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大手牽小手「繪」仔「話」南門 

45 台中市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吔呷ㄟ五張犁 

46 麗致逢甲社區管理委員會 麗致逢甲~社區地圖與在地人文故事 

47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中和小農接力走透透 

48 臺中市大甲區武陵社區發展協會 踏查武陵家鄉、細看在地之美 

49 
臺中市石岡區新移民女性家庭關懷

協會 
聽媽媽的話與石岡新移民對話 

50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聯繫鄉里情系列序曲-靈火再現 

51 臺中市新社區崑南社區發展協會 守護白魚的故鄉 

52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後生來尞－水底寮儲備幹部培訓計畫 

53 臺中市石岡區和盛社區發展協會 和盛社區達人故事採集計畫 

54 
社團法人臺中市松霖居多元全人發

展協會 
長者故事裡的清水 

55 翔仁願景社區管理委員會 從"世界咖啡館"淺談深論我的快樂夢工廠-翔仁願景 

56 臺中市太平區中政社區發展協會 中政社造初體驗 高枕無憂麵龜仙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57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三和說書人：聽拰咣古早ㄟ庒內事 

58 臺中市生態休閒產業協會 峰之谷 綠工藝 幫伴文化 

59 佳福森活學管理委員會 夏季的「森」活派對 

60 臺中市白冷圳水流域發展協會 白魚變裝秀-洗手護白魚 

61 臺中市南屯區大同社區發展協會 漫步大同~繪製生活地圖 

62 臺中市梧棲區大村社區發展協會 角頭好兄弟之五汊上大排 

63 臺中市北屯區松茂社區發展協會 藝起遊松茂 

64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社區發展協會 三崁產業文化資源導覽「稻」地圖 

65 臺中市福興在地人文關懷協會 福興大廚上菜囉!! 

66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社區發展協會 協成社區之光 - 浴火鳳凰上菜啦 

67 繼光商店街行人徒步區管理委員會 南境之光──鏡頭下的多元展望 

68 臺中市石岡客家美食促進協會 石岡客家飲食文化扎根計畫 

69 臺中市共好生活協會 小社區大國際——國際淨灘由您也有我 

70 台中市南屯區永定社區發展協會 永定前世與今生 

71 遠雄之星 2社區管理委員會 遠雄 2社區活動 

72 臺中市霧峰區本鄉社區發展協會 藍色乾溪的「鄉」文化 



臺中市 111年社區營造點甄選實施計畫-核定補助名單 

✽議題平臺類-在地知識文化扎根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1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青銀展神通 犁創好時光」 

2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中興 鐵藝創值:中興社區鐵藝創值計畫 

3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古早咱ㄟ頂寮-撲出在地文化 

4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懷協會 毛孩！GO AWAY！ 

 

✽議題平臺類-公共議題公民審議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1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那一年我們走路上學去~~翁子百年 同校同樂 

2 社團法人臺中市國際關懷印尼協會 台中市多元族群生活圈的日常樣貌想像 

3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 新時代平權議題之論壇宣導計畫 

 

✽深度文化之旅類 

編號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1 臺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浪漫藍帶 蔥滿愛 

2 臺中市麥鄉休閒農業觀光協會 麥遊金色穗稻 

3 臺中市白冷綠世界發展協會 大甲溪生態走廊能源教育 -深度文化之旅 

4 臺中市農業創生協會 甲安埔走讀 

 



臺中市 111年社區營造點甄選實施計畫-核定補助名單 

✽青年個人提案類 

編號 提案人 提案計畫名稱 

1     王文宏 蘆禾找稻田 義渡過客庄 

2     顏佑珊 忠義造街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