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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造行動的 101 種可能-文化部青村平台系列 Ⅰ  

 

 

一、緣起及目的： 

面對臺灣社會快速變遷及多元發展的環境，2019 年全國社造論壇，以

「 NEXT 明日社造」為主軸，集民間之力，提出公共參與的開展、民主治

理的深化及社會改造的實踐等三個社造核心價值 ；並揭櫫公共治理、世代

前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等四大議題面向。 其中世代前進一項，包含青

年賦權、世代協力、共榮發展等內容。 

為賦權青年及激勵青年因應文化、社會、環境及經濟等議題之挑戰，

掌握在地知識、文化脈絡及社造方法，實踐公民文化行動力及共同投入友

善社區環境發展，爰辦理本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將安排青年實地參訪，促

進學員彼此交流共創，並聘請專業者從旁引導、提供諮詢及協助。 

本(110)年度交流活動，將以各地青年實作案例為見學據點，提供青年

共學、共好、共創的橫向交流機會，形成互助支持網絡。另後續亦將依青

年團隊實際需求，跨域串連相關部會，如行政院社創平台、教育部青年署

青年平台、各地方社造中心、文化部四生活美館等相關課程、活動或資

源，以培養更多青年實踐公民文化行動力，以及共同投入友善社區環境與

地方創生，並厚實國家未來社會創新發展的能量。 

本系列Ⅰ活動於 5 月份推出，系列Ⅱ活動則預訂於７月份推動，歡各

界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二、各區場活動主題、時間、地點：  

（一）南區場：110 年 5 月 18 日(二) 10:00-17:00  

1..活動主題：「地利小食--友善將區社區工作坊」 

2.地點：臺南市將軍區地利小食 

3.「地利小食」簡介：由「地利小食」創辦人蔡仕霖青年團隊，自 103

年返鄉，即策辦相關活動，連結社區，於 106 年承租農會倉庫，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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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小食」，結合在地農特產，並導入農村體驗行程、設置「工」共

空間，集結社群志工，提供專業技術，與居民交流分享，成為社區營

造據點。 

4.參與人數：招收名額 40 人  

5.合作單位：地利小食、青村計畫南區業師召集人王貞儒老師 

6.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09:10-09:20 需專車接駁者：請於台南火車站搭乘接駁車 

9:10 集合，9:20 出發 

09:30-10:00 報到/ 地利小食(臺南市將軍區將富路 48 號) 

10:00-10:30 長官致詞、人員介紹、分組及流程說明 

 文化部、王貞儒老師/深耕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10:30-11:10 【將軍經驗分享-返鄉創業及友善社區發展之路】 

 蔡仕霖創辦人/地利小食 

11:10-12:30 【將軍社區走踏】 

1. 分組/地利小食團隊 

(1)農食旅：劉雯瑜老師/雲科大前瞻學程專案助理

教授 

(2)藝食旅：郭一勤老師/崑山科大空設系助理教授 

(3)漁食旅：李宜欣老師/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2. 關注四大議題：待機人力(指等待機會的人)加值、

社區活動設計、空間場域活化、創就業延伸效益 

12:30-13:30 用餐交流時間 

13:30-14:20 【專題分享-公私資源的運用及社造面面觀】 

 王貞儒老師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7:00 【交流及綜合討論】 

 主持人：王貞儒老師 

1.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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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1)農食旅：劉雯瑜老師 

(2)藝食旅：郭一勤老師 

(3)漁食旅：李宜欣老師 

2. 分享交流 

3.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填寫線上問卷 

 

（二）北區場：110 年 5 月 22 日(六) 10:30-17:00   

1.活動主題：「採集人共作室--坪林故事採集工作坊」 

2.地點：新北市坪林區 

3.「採集人共作室」簡介：共作室主理人陳科廷團隊，近年回歸家鄉坪

林，推展坪林地方學，期望實踐永續生活的想法，讓不同世代串聯互

動，採集不同族群生命樣貌、導入議題設計，透由故事交流與轉化，

並進而回饋社區，讓參與者提升認同感，成為未來地方創生種子。 

4. 參與人數：招收名額 50 人 

5. 合作單位：採集人共作室、坪林國中、坪林茶葉博物館、坪林區公所、

青村計畫北區業師召集人吳盈慧老師 

6.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08:50-09:00 需專車接駁者：請於台北車站搭乘接駁車 

8：50 集合，9：00 發車 

10:00-10:30 報到/坪林國中門口(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四號) 

10:30-11:00 長官致詞、人員介紹、分組及流程說明 

 文化部、吳盈慧老師/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秘書

長 

11:00-12:00 【路迢迢水漫漫導覽-水域走讀】 

 坪林國中、採集人共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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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12:00-12:30 【坪林茶葉博物館導覽-茶山學特展】 

 坪林國中、採集人共作室 

12:30-13:10 用餐交流時間(地點：保坪宮) 

13:10-14:40 【老街內心戲導覽-老街走讀】 

 坪林國中、採集人共作室 

14:40-15:20 【經驗分享-三期青村計畫及地方學課程】 

 陳科廷主理人/採集人共作室 

 地點：坪林區公所 4 樓 

15:20-15:30 【當我們同在一起-地方協力隊現身】 

 吳盈慧老師 

15:30-17:00 【當我們同在一起－交流及綜合討論】 

 主持人：吳盈慧老師 

1.分享與交流 

 誰眼中的地方 

 看見與被看見 

 懷舊與創新 

 定義「價值」 

 協力共創的機制 

2.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填寫線上問卷 

 

（三）中區場：110 年 5 月 25 日（二）10:00-17:00 

1.活動主題：「旅庫。彰化 打造民間旅遊局--社群共創工作坊」 

2.地點：彰化市古月民俗館 

3.「旅庫・彰化」簡介：創辦人小王子邱明憲自 100 年返鄉，即不斷的

思索怎麼讓彰化「被看見」，從田野調查到開設「旅咖啡」辦講座、讀

書會等，挖掘在地傳統 DNA，轉譯文化新美好生活價值，打造民間旅

遊局，成立「旅庫。彰化」平台，推動小旅行路線，讓彰化市這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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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小鎮呈現出更多不同樣貌，翻轉了彰化刻板印象，及吸引更多旅人

的前來。  

4.招收名額 50 人 

5.合作單位：旅庫・彰化(未來地圖有限公司)、instant42 藝術空間(藝樂

肆貳行)、彰化市公所、青村計畫中區業師召集人李俊憲老師 

6.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09:30-10:00 報到/古月民俗館(彰化市中華路 57 號，彰化火車站

步行 10 分鐘到) 

10:00~10:30 長官致詞、人員介紹、分組及流程說明 

 文化部、李俊憲老師/拾壹品文創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10:30-11:50 【專題分享】 

主持人：李俊憲老師 

1. 彰化生活知識體驗平台及建構在地社群力 

 邱明憲創辦人/旅庫．彰化 

2.「卦山力藝術祭」以藝術名，號召人與土地的力量 

 葉育君創辦人/ instant42 藝術空間 

3. 青年公民實踐的眉眉角角與資源 

 李俊憲老師 

11:50-13:20 青年分組走踏-彰化小吃地圖尋寶 

13:20-14:50 【主題路線導覽--漫步彰化城-老城風華與特色】 

1. 主題一：彰化城裡的路上觀察學/邱明憲創辦人 

2. 主題二：卦山腳下的時空之旅/葉育君創辦人 

14:50-17:00 【交流討論】 

主持人：李俊憲老師 

1. 分組討論： 

(1)老屋再利用的思考：侯順耀老師/新竹市老屋再

利用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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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2)市場田調多元性：邱明憲創辦人 

(3)社區走讀觀察及設計：李俊憲老師  

(4)藝術策展的參與及對話：葉育君創辦人 

(5)在地廟宇文化保存紀錄：蔣敏全理事長/彰化縣

導覽解說協會創會理事長 

2. 各組分享 

3.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填寫線上問卷 

 

（四）東區場：110 年 5 月 28 日(五) 10:00-17:00 

1.活動主題：「都蘭青年協力與部落」 

2.地點：臺東縣東河鄉都落部落 

3.「都蘭部落」簡介：臺東縣東河鄉阿美族都蘭部落，在歷經時代變遷

衝擊後，在部落族人長期共同的努力下，傳統文化逐漸復振，現部落

大小事的公共事務，正依著復振後的年齡階級制度順利運作。本次邀

請部落族人及青年，一起分享從自我認同到凝聚族人的向心力，復振

文化、積極創造、找尋產業多元發展的創生路。 

4.參與人數：招收名額 50 人 

5.合作單位：社團法人臺東縣東河鄉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6.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09:00-09:10 需專車接駁者：請於台東火車站搭乘接駁車 

09:00 集合，09:10 出發 

09:30-10:00 報到/都蘭國入境大廳一樓(台東縣東河鄉 224 號) 

10:00-10:05 長官致詞/文化部 

10:05-10:15 【都蘭部落迎賓】 

 社團法人臺東縣東河鄉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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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主要參與人 

10:15-10:30 與會人員介紹、分組及流程說明 

 文化部、張育銓老師 

10:30-11:30 【都蘭部落走踏】/分３組 

11:30-12:20 

3 

【專題分享：公私資源的運用及文化復振】 

 蔡政良老師/台東大學副教授 

12:20-13:00 用餐交流時間 

13:00-15:00 【專題分享：都蘭部落文化復振及創生之路】 

主持人：張育銓老師 

1. 都蘭部落介紹與精神喊話：林照明頭目 

2. 都蘭部落的發展歷史：林芳誠拉千禧階層副級長 

3. 祭儀、年齡階層-青年在鄉＋都市青年：林一凡副總

幹事 

4. 傳統領域的回復與活化：高瑞閔返鄉青年 

5. 服飾、工藝、歌謠古調：高綵霜專案經理 

6. 都蘭國社企平台：鄭宜豪總經理 

【綜合 QA】 

15:00-17:00 【交流討論】 

主持人：張育銓老師 

1. 分組討論： 

(1)張育銓老師 

(2)賴冠羽老師//齊力創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 

(3)林芳誠老師/都蘭部落拉千禧階層副級長 

2. 分享交流 

3. 綜合交流 

17:00- 賦歸/填寫線上問卷 

 

三、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四、合作單位：地利小食、採集人共作室、旅庫‧彰化、社團法人臺東縣東河鄉

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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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訊 

（一）參加對象： 

1. 優先錄取對象依序為獲本年度青村計畫獎勵之青年、歷次青村學長姐、 

曾參與或從事社造相關行動計畫青年、對社造及地方創生工作有興趣

之青年；以擇一區參加為原則，惟實際將視報名情形調整因應。 

2. 錄取青年應於參加活動前，研讀主辦單位提供之各區課程資料，以利

當天會上討論交流。 

（二）報名辦法： 

1. 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9bAEm。報名截止時間：  

場次 名額 活動日期 報名截止時間 

南區場  40 人 5 月 18 日(二) 5 月 13 日(四)晚上 24:00 

北區場 50 人 5 月 22 日(六) 5 月 18 日(二)晚上 24:00 

中區場 50 人 5 月 25 日(二) 5 月 20 日(四)晚上 24:00 

東區場 50 人 5 月 28 日(五) 5 月 24 日(一)晚上 24:00 

（三）活動費用：不收取學費，歡迎自費採購在地特色名產，或自費留宿體驗

當地風土民情。 

（四）錄取公佈：於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網站及 FB 官方粉絲頁公佈，並以電

郵信件通知（各區將備取 10 名），未錄取者則不另行通知，敬請於活動

前 2 天留意信箱。 

六、交通方式 

（一）南區—地利小食 

 地址：臺南市將軍區將富里 48 號(台 17 線旁，原農村旅遊服務中心) 

 導航：https://reurl.cc/4yDR3R 

 交通方式：(https://reurl.cc/kVbdO3) 

1. 大眾運輸 (至少約 1.5 小時) 

https://reurl.cc/e9bAEm
https://reurl.cc/4yDR3R
https://reurl.cc/kVbd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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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南火車站搭乘興南客運(藍幹線)，→佳里轉乘興南客運(藍 10)

→將軍國小，再步行約 2 分鐘抵達地利小食。 

(2)嘉義高鐵站搭乘漢程客運(橘 9 縣經學甲)→佳里站搭興南客運

(藍 10)→將軍國小，再步行約 2 分鐘抵達地利小食。 

2.自行開/騎車：直接導航至地利小食，台 17 線沿線可停車。 

3.於台南火車站搭乘文化部接駁車，接駁車時間：9：10 集合，9：

20 出發。 

 

（二）北區—坪林國中 

 地址：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 4 號 

 導航：https://reurl.cc/OXa0k7 

 交通方式：(https://reurl.cc/a5b994) 

1.大眾運輸：新店捷運站搭乘 9:30 發車的 923 公車，約 10:10 抵達

「坪林國中站」；或 9:15 發車的綠 12，約 10:00 抵達「坪林總

站」，再步行約十分鐘到坪林國中大門 

2.自行開/騎車：直接導航至坪林國中，附近路邊可停車 

3. 於台北車站搭乘文化部接駁車，接駁車時間：8：50 集合，9：00

發車 

（三）中區—彰化市古月民俗館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 57 號 

 導航：https://reurl.cc/GdqmbW 

 交通方式：(https://reurl.cc/Q7l9LZ) 

1.大眾運輸：搭乘台鐵至彰化站，再步行約 10 分鐘抵達古月民俗

館。 

2.自行開/騎車：直接導航至古月民俗館，尋找路邊停車格，或導航永

樂停車場、彰化市公有第一停車場，再步行約 5 分鐘抵達古月民俗

館。 

3. 本址因鄰近火車站，故文化部不提供接駁車。 

（四）東區--都蘭國入境大廳 

 地址：台東縣東河鄉 224 號 

https://reurl.cc/OXa0k7
https://reurl.cc/a5b994
https://reurl.cc/GdqmbW
https://reurl.cc/Q7l9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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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航：https://reurl.cc/1gqEqW 

 交通方式(https://www.atolanstyle.com/traffic/) 

1.大眾運輸 

(1)台灣好行：台東車站 0741-都蘭糖廠 0819 

(2)鼎東客運：台東車站 0926-都蘭 1006 

2.自行開/騎車：直接導航至都蘭國入境大廳，附近路邊可停車。 

3.於台東火車站搭乘文化部接駁車，接駁車時間 9：00 集合，9：10

出發。 

七、 其它注意事項： 

（一）若因疫情變化、天氣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取消或順延辦理，將以 

Email 通知完成報名之學員，並於本計畫網站公告之。 

（二）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上課地點等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

的權利。最新活動異動、相關訊息公告、詳細內容及師資介紹，以活動

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三）學員若 14 天內曾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入境後須居家檢疫地區

旅遊者，或有發燒、嚴重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痛、打噴嚏等）者請

在家休養勿出席，並請事先通知本計畫承辦窗口人員取消報名。 

（四）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水杯及餐具。 

八、 聯繫方式： 

本計畫活動網站：https://youthgo.moc.gov.tw/home 

ＦＢ：https://www.facebook.com/youthgo.tw/ 

報名聯絡人：林先生/02-8512-6307，jo62j620@moc.gov.tw 

詹小姐/02-8512-6308，chanwt@moc.gov.tw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https://reurl.cc/1gqEqW
mailto:jo62j620@moc.gov.tw
mailto:chanwt@mo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