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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以愛出發」-社區攻略研習班報名簡章 

一、計畫目標 

（一）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為落實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促進社區生活永續

經營，導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部 108年新課綱為核心

精神，再串聯 111-112 年度「老適在一起」及「青銀共創」的概念，

從凝聚夥伴的共識著手，同心協力打造自己的家鄉，共創三生代均能

安心生活的宜居環境。 

（二）今年度採「先上課，後提案」的方式進行，持續培育地方嚮導，並搭

配「苗栗縣地方寶藏開箱行動計畫」的徵選機制，特別邀請資深講師

陪伴大家寫計畫、做簡報、玩家鄉，希望讓社區營造工作跳脫傳統模

式，不再只是責任或壓力，引導夥伴玩出興趣。 

（三）111 年度鼓勵資源整合與活化使用，將社區人才互相配合進行發展計

畫，由耆老擔任文史學家的角色，傳承技藝及文化智慧，青壯年夥伴

則結合藝文專長，以故事包裝、創意行銷的手法營造地方特色，共同

設計出最推薦的在地遊玩方式，發揮家鄉、社區特有的文化故事，分

享給全國遊客。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四）執行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三、報名資訊 

（一）招收對象：對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等具熱忱及想法，或有意願參與「社

造提案」之夥伴，均可報名參加。 

（二）招收名額：每堂課原則招收 30名。 

※承辦單位得依個別課程報名情形決定是否增額錄取，如增額錄取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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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優先順序另行通知。 

（三）報名期程：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下午 5 時止，逾期恕不

受理，惟承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實際收件、活動規劃、辦

理期間依正式公告為準。 

（四）報名方式： 

1.統一採 GOOGLE表單線上報名（https://reurl.cc/9GppOd），並請

確認填寫資料均正確，如對計畫內容或報名方式等有疑義，歡迎致

電 037-239060或 0905-880067活動小組詢問。 

2.本課程採系列式規劃，建議夥伴以全部報名較為完整，如有需求亦

可採單堂報名。 

3.為優化課程品質，報名資料齊全無誤後，承辦單位將根據報名資料

進行審核。若曾報名本計畫各活動但參與度不佳，以致資源浪費情

形嚴重者，主辦單位得保有錄取與否之同意權。 

（五）錄取通知： 

1.依據承辦單位審核結果排定正取及備取，錄取名單預計於 111年 5

月 23日（星期一）公布於「文化創意新苗栗」FB粉絲專頁，並以

電子郵件寄發課前通知暨錄取通知至錄取者學員信箱，收到通知者

方具備上課資格，煩請自行留意。 

2.為維護授課品質，且尊重講師、維護所有夥伴的權益，請各位學員

務必準時到場上課，亦不開放旁聽及現場報名。 

（六）課程地點： 

苗栗特色館-特展長廊（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4鄰館南 352號） 

（七）課程介紹 

編號 梯次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1 中階 
5月 25日 

（三） 
14:00-17:00 

公民審議及 

參與式預算實務演練 
呂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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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月 26日 

（四） 
09:00-16:00 在地貓裏，寰宇國際 陳新平 

3 
5月 31日 

（二） 

09:00-12:00 
資源盤點玩秘訣－ 

資源調查技巧與運用 

張義勝 

13:00-16:00 
社區玩法全攻略－ 

計畫書撰寫實務練習 

4 基礎 
6月 2日 

（四） 
14:00-17:00 

愛之語－ 

社區意識凝聚及價值提升 
翁楊絲茜 

5 進階 
7月 4日 

（一） 
09:00-16:00 

苗栗在地學－ 

讓世界看見苗栗 
黃琇苓 

（八）講師陣容 

姓名 簡介 

翁楊絲茜 

【現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培中心技職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行政哲學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學士 

【研究專長】 

教育統計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教育研究法、社群媒體與知識分享、

電子繪本建構、數位語言學習、數位閱讀、社會實踐、健康議題教育

APP設計理論與實務 

張義勝 

【現任】 

臺灣最美農村故事館執行長、臺中市社造聯盟促進會、原庄景觀工程

有限公司執行長、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程講師、國立勤益科大

景觀系講師、朝陽科大景觀及都市設計系講師。 

【經歷】 

曾任水土保持局講師近二十年，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現於雲林

縣、台中市等多縣市鄉鎮擔任社造系列課程講師之一。 

呂耀中 
【現任】 

水牛設計部落有限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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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中市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主持人  

111年度嘉義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委員 

111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發展計畫顧問 

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計畫委員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計畫審查小組

評審委員、團隊導師 

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永續民主研究中心城鄉與區域治理平台諮詢

委員 

臺中市環境景觀總顧問共同主持人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兼任講師 

雲林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委員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再生計畫培根課程講師 

臺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常務理事 

【學歷】 

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藝術碩士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科 

【經歷】 

臺南市社造家族（第二家族）輔導老師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兼任講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在地經理人計劃委員、輔導業師 

土溝農村美術館執行長 

高雄市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 審查委員 

文建會新台風文化代言人 

青輔會「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諮詢委員 

陳新平 

【現任】 

教育部新課綱總綱/領綱種子教師 

客委會客語結合校訂課程指導委員 

【學歷】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行政碩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經歷】 

掌路寮守護客庄-平鎮客庄後生添手團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明日閱讀協會常務理事 

臺灣創意遊學協會理事 

前中平國小校長 

前笨港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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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琇苓 

【現任】 

苗栗高中國文教師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歷史輔）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 

2021 擔任苗栗青年事務委員、國際教育輔導員、教育部語文領域客

語語文部編教材研發編輯核心編輯委員、教材客家文教學語言研究發

展中心計畫顧問。 

四、注意事項 

（一）珍惜課程資源，請學員準時到課，開始上課後 30分鐘即不得再行簽到，

該課程登記為缺課，無故未到或遲到早退者，將列為日後報名是否錄

取之參考依據。 

（二）課程所需文具，包含：筆記本、原子筆及彩色筆等，請夥伴們務必準

備妥當。 

（三）本課程提供中午便當（勾選素食者統一提供方便素，如有全素需求者

煩請自行準備）及茶水，為響應環保，減少使用一次性商品的政策及

趨勢，請攜帶水杯、環保餐具、衛生紙，以備不時之需。 

（四）為因應防疫作業，疫情期間將加強場地清潔及消毒作業，敬請放心。

參與本課程之學員，於上課前皆需接受活動小組量測體溫，若疑似身

體不適或體溫過高者（超過 37.5度 C）請勿參加課程，並請全程佩戴

口罩。 

（五）相關影像紀錄其所有權為將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

權做為攝影、印刷、刊登、各項宣傳、展示、活動宣傳、影像宣導等

用途，並運用於相關文宣資料，以推廣社區營造相關業務。 

（六）凡報名者均視同同意以上簡章規定，感謝各位夥伴的配合，如有未盡

事宜或最新消息，承辦單位保有解釋及變更之權利，並請隨時留意苗

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https://www.mlc.gov.tw/）或「文化創意

新 苗 栗 」 FB 粉 絲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creativem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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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資源搶先報！ 

今年度本計畫有以下補助資源，將於近日公告提案須知，歡迎社區及青

年、產業夥伴踴躍參加，詳情請關注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及「文化創

意新苗栗」FB粉絲專頁之第一手消息喔！ 

（一）111年度苗栗縣地方寶藏開箱行動計畫 

1.申請資格：苗栗縣內社區或合法立案之協會團體。 

2.徵選名額：成熟型社區 3 案（每案補助 10-15 萬元）、生長型社區

6 案（每案補助 5-10 萬元）、共好型社區 3 案（每案補助上限 20

萬元）。 

3.提案目標：人才培訓、工作坊、刊物編印、社造相關活動、公民審

議、僱工購料等。 

※實際補助金額將依審查委員會決議為主。 

（二）111年度苗栗縣村落藝文向下扎根計畫 

1.申請資格：苗栗縣內年滿 18-45歲之青年個人或團體。 

2.徵選名額：6案（每案補助 6-10萬元）。 

3.提案目標：以音樂、影像、繪畫等方式紀錄社區（提案製作社區繪

本或文化地圖者，優先補助名額 3名）。 

※實際補助金額將依審查委員會決議為主。 

（三）111年度苗栗縣舊城百業新事業計畫 

1.申請資格：苗栗縣內年滿 18-45歲之青年（需與產業合作提案）。 

2.徵選名額：2案（每案補助上限 8-10萬元） 

3.提案目標： 

(1)協助傳統產業轉型為六級產業或觀光工廠，發展產業技藝體

驗服務（DIY），未來可提供傳承或推廣，並融入社區深度文

化之旅。 

(2)透過提案計畫找出社區達人，每案需找出並提報社區達人至

少 1名，未來可配合辦理技藝傳承工作坊推動技藝傳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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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補助金額將依審查委員會決議為主。 

六、活動小組洽詢專線 

(一) 聯絡人：張先生(苗栗縣社區營造推動辦公室) 

(二) 聯絡電話：037-239060或0905-880067 

(三) 電子信箱：longred201106@gmail.com 

(四) 通訊地址：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14鄰館南352號（苗栗特色館） 

(五) 服務時間：每週二至週六，上午8時至下午5時 

    （12時-13時中午休息時間，如遇國定假日則暫停開放）  

mailto:longred2011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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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1 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蒐集及利用民眾個人資料同意書暨攝錄影同意書 

履行個資法第 8條告知義務聲明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苗栗縣文觀局）委託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執行「111 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辦理活動相關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條規定，告知台

端下列事項，請台端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一、本公司取得台端的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111 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

文化發展計畫」相關報名及後續聯繫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的個人

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台端的個人資料類

別，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告成果發表名單、培訓結果名單，包

括姓名、作品名稱，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地區、範圍與對象為苗栗縣文觀

局及本公司。 

二、就本案蒐集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得向苗栗縣文觀局及本

公司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

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及本公司依法執行職務所必

須保留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苗栗

縣文觀局及本公司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三、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為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本公司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台端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

資料，致影響報名資格時，視為放棄，不得異議。 

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局及貴公司蒐集、處理或使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

途，並同意將參加「111年度苗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之肖像權及

所發表討論之議題等內容，無償及無條件授權承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

進行全程攝/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重製、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製、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