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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年社區營造人才培力課程計畫 

 

一、 緣起 

為協助具推動社區營造熱忱與潛力之相關組織團體，共同推動社區營造工

作，並透過計畫之實作參與過程，強化地方自助互助、激發在地認同情感

與開創在地特色的文化內涵，建立「由下而上」的公民社會，期能與政府

共同推動「在地化」的社區總體營造及發展，奠定社區總體永續發展機制

基礎。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111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三、 課程辦理說明 

課程採實體課程及同時線上直播(google meet)方式進行，若欲參

與線上課程即填寫報名表後，將於課程前發送課程連結，進行線

上觀看，並透過表單線上簽到及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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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相關規定 

（一） 各類別社造點上課時數及規定： 

◼ 文化社造類 

課程類型 必修 選修 參與對象 

文化社造類 6小時 6小時 
參與人數 1-2位，其

中有 1 位須為理事

長、主任委員、總幹

事、秘書長、社區理

監事等重要幹部。 
抵免方式 

凡參與 111年度區公

所社造中心及臺中

市社造輔導平臺開

設之必修課程，皆可

相互承認。 

可依相關規定抵免 

◼ 議題平臺類、深度文化之旅類、青年個人提案類 

課程類型 必修 選修 參與對象 

議題平臺類 6小時 6小時 社區須派 1-2位，其

中有 1位須為理事

長、主任委員、總幹

事、秘書長、社區理

監事等重要幹部。 深度文化之

旅類 
6小時 6小時 

青年個人提

案類 
6小時 6小時 

本人須參與輔導平臺

開設之必修課程。 

抵免方式 不可抵免 可依相關規定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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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修、選修課程定義及相關規定 

1. 必修課程： 

(1) 文化社造類：凡參與 111年度區公所社造中心及臺中市社造輔導平臺開

設之必修課程，皆可相互承認。 

(2) 議題平臺類、青年個人提案類：欲參與本年度提案之單位，請指派相關

成員參與由臺中市社造輔導平臺辦理之「必修課程」，此類課程不得抵

免。 

(3) 深度文化之旅類：欲參與本年度提案之單位，請指派相關成員參與由臺

中市社造輔導平臺辦理之「深度文化之旅必修課程」，此類課程不得抵

免。 

2. 選修課程：為整合本府社造相關局會學習資源，使達互通效益，本年度社

造人才培育課程抵免方式採廣義認證，提案單位曾參加 100年至 110年任

一年度內由本府社造相關局會、社區大學及區公所舉辦之社區營造人才培

力課程，得出具相關證明抵免基礎課程；未曾參與前揭課程，欲參與本年

度提案之單位，請指派相關成員 1-2名參加。 

（三） 各類別社造點上課時數及規定 

1. 文化社造類：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必修+6小時選修）。提案單

位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其中有 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員、總幹

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欲提案此類別可至區公所社造中心

參與必修課程，或參與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開辦之必修課程。 

2. 議題平臺類：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必修+6小時選修）。提案單

位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其中有 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員、總幹

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欲提案此類別務必參與臺中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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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輔導平臺開辦之必修課程。 

3. 深度文化之旅類：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必修+6小時選修）。提

案單位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其中有 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員、

總幹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欲提案此類別務必參與臺中市

社區營造輔導平臺開辦之必修課程。 

4. 青年個人提案類：提案人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必修+6小時選

修）。提案人需全程參與，欲提案此類別務必參與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

開辦之必修課程。 

（四） 課程表 

1. 文化社造、議題平臺、青年個人提案類必修課程（18小時）： 

日期/時間 課程 講師 

6月 10日(星期五) 

13:00-16:00 
走讀地方知識學 

臺灣東鯤文史協會 

理事長 

蔡金鼎 

6月 13日(星期一) 

13:00-16:00 

優遊臺中學(連結教育局中部地

區最大假日選課平台資源) 

教育局課程督學 

林麗玲 

6月 16日(星期四) 

9:00-12:00 
返鄉創生的路怎麼走 

「大茅埔調查團」團長 

吳哲銘 

6月 17日(星期五) 

9:00-12:00 

公民審議實踐於社區營造的案例

分享 

太平區公所社造中心 

計畫主持人 

謝玲蘭 

6月 20日(星期一) 

9:00-12:00 

行政部門、社區營造與審議民主

的連結與應用 

亞洲大學 

專任師資 

王志華 

6月 21日(星期二) 

13:00-16:00 
在地知識轉譯與運用 

臺灣東鯤文史協會 

理事長 

蔡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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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修課程（17小時）：  

日期/時間 課程 講師 

6月 10日(星期四) 

9:00-12:00 
計畫書寫作與經費編列 

太平區公所社造中心 

計畫主持人 

謝玲蘭 

6月 15日(星期三) 

9:00-12:00 

綠生活、綠色消費、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法案在社區的運用 

臺中教育大學 

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張明純 老師 

6月 15日(星期三) 

13:00-16:00 
從社區營造到社群營造 

臺中市輔導平臺  

協同主持人 

尤瓊霞 老師 

6月 20日(星期一) 

13:00-14:00 
計畫書家教班 

臺中市社區營造 

輔導平臺 

6月 20日(星期一) 

14:00-16:00 
提案構想工作坊 

臺中市社區營造 

輔導平臺 

6月 23日(星期四) 

9:00-12:00 

從社區看見未來發展趨勢議題及

如何連結 SDGs！ 

國立中興大學 

兼任講師 

張義勝 老師 

6月 24日(星期五) 

14:00-16:00 
模擬簡報演練 

臺中市社區營造 

輔導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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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度文化之旅必修課程（6小時） 

日期/時間 課程 講師 

6月 21日(星期二) 

9:00-12:00 

規劃旅行的方法、文化之旅提

案工作坊 

社團法人臺中市永續生

態旅遊協會創會理事長 

陳炳輝 老師 

6月 22日(星期三) 

9:00-12:00 
深度文化之旅案例分享 

臺中市社區營造暨博物

館、地方文館諮詢推動

辦公室 楊玉如老師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社區 

 

（五） 報名方式 

⚫ 網路報名： https://reurl.cc/x9KAEb 

 

（六） 課程地點 

⚫ 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臺中市西區自治街 30號 5樓)

辦理實體課程，同時進行直播線上課程，如欲參與線上

課程請至報名表填寫報名資訊，以便後續發送課程連結。 

 

（七） 聯絡方式 

111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 連絡電話：04-23723002李小姐／陳先生 

⚫ 電子信箱：taichungcity3@gmail.com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承辦窗口：劉芯蘋 04-22289111分機 25113 

https://reurl.cc/x9KAEb
mailto:電子信箱：taichungcity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