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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培力課程 

9月份報名簡章 

一、 課程緣起 

隨著社會變遷，產業結構及人口結構劇烈變化，具有不同生命經

驗及價值觀的不同世代共存於社會，社區面對世代差異、傳承、需求、

以及不同世代的參與，都帶來許多挑戰；而社區也可能隨著世代更迭，

產生新興且多元的價值及趨勢，帶來新的可能與機會。社造的精神，

本在於社區民眾的共同參與、討論，並協力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創

造未來願景。 

因此，如何促進不同世代的共同參與，增進世代間的對話與理解、

尊重及包容彼此的差異，也強化社區對世代間的凝聚力，故分別於 8

月份策辦北部場及東部場，另 9月份則策辦中部場及南部場，共四場

培力課程，並希望藉由課程使社區連結地方創生與社區文化產業之面

向，規劃共通性與專業領域人才培力課程，協助地方與民間推動社造，

創生在地文化環境及產業。 

二、 主辦單位：文化部 

三、 承辦單位：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專案輔導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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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時間與地點： 

(一) 南部課程 

․ 基礎課程—9/1(四) 09：00至 17：3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4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號 3樓) 

․ 專業課程—9/2(五) 09：00至 17：3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4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號 3樓) 

(二) 中部課程 

․ 基礎課程—9/6(二) 09：00至 17：3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分部 320教室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 專業課程—9/7(三) 09：00至 17：30 

臺中綠川東教室 301教室、台中車站舊城區 

(臺中市綠川東街 20號 3樓) 

五、 參加對象： 

邀請各生活美學館、縣市政府(含社區營造中心、社造據點、公

所)、已獲文化部地方創生補助計畫及社造多元協力跨域共創計畫之

相關執行單位等共同參與，此外，亦將於台灣社區通公告，開放各界

踴躍參與。 

 

六、 辦理形式： 

以實體課程為主，並輔以線上 U meeting會議室，同時基礎課程

將會進行影音錄製上傳至「文化部台灣社區通 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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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與人數： 

(一) 基礎課程：實體以 30人為上限，並開放線上參與。 

(二) 專業課程：以全程參與基礎課程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實體以

30人為上限，除屬導覽部份不開放線上參與，餘同步開放線

上參與。 

八、 課程資訊： 

 場次 第 3場-南部場 第 4場-中部場 

時間 9/1(四) 9/2(五) 9/6(二) 9/7(三)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

教育部高雄分部 

中國文化大學推

廣教育部高雄分

部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

教育部臺中分部 

臺中綠川東教室+

台中車站舊城區 

類別 基礎課程 專業課程 基礎課程 專業課程 

         報到 

上午場 

主席開場  

[專業策劃] 

社群媒體佈局策

略 

 

社團法人中華流

通顧問協會 

余瑞銘 執行長 

主席開場  

[專業策劃] 

產品規劃與開發 

 

頑石文創開發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程湘如 創意總監 

[基礎概念] 

社區營造數位化 

 

小鎮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何培鈞 執行長 

[基礎概念]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

生國際發展經驗 

臺灣野村總研諮詢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仁 副總經理 

          午餐時間 

下午場 

[永續發展 SDGs概

念] 

SDGs與社區發展 

好氏社會企業有限

公司 

邱鈞評 共同創辦人 

[案例分享] 

社群經營與直播

經驗分享 

社團法人中華流

通顧問協會 

余瑞銘 執行長 

[科技創新與導入] 

電商與數位行銷 

 

臺灣網商協會 

林憲忠 創會長 

[案例分享] 

台中舊城創生分

享 

 

TC Time Walk 臺

中時空漫步 

徐銘遠 執行長 

[行政課程] 

國家文化記憶庫線

上共學平台導讀 

(線上分享) 

資策會 

高嘉佑 老師 

[導覽與工作坊] 

臉書直播規劃與

實作 

社團法人中華流

通顧問協會 

余瑞銘 執行長 

[行政課程] 

計畫採購事宜 

曾任原住民族委員

會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中心 

浦忠義 副主任 

[導覽與工作坊] 

舊城創生導覽 

TC Time Walk 臺

中時空漫步導覽

團隊 

         賦歸 

註：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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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名方式： 

(一)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pMW6nl  

(二) 受理時間：自即日起南部課程報名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星期

三)中午或額滿為止；中部課程報名至 111 年 9 月 5 日(星期

一)中午或額滿為止。 

十、 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全程免費，採線上網路報名，承辦單位將於南部課程

8月 31日(三)及中部課程 9月 5日(一)報名截止後，依報名

之優先順序，回覆報名結果及相關資訊至所填報之電郵。 

(二) 本簡章如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

公告為主，並同步更新於報名網頁；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

與變更之權利。 

十一、 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專案輔導中

心(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02-2586-5000 分機 979(張小姐) 

或 929 (賴先生)。  

https://reurl.cc/pMW6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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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培力課程(南部場) 

一、 基礎課程 

 時間：111年 9月 1日(四) 09：00~17：3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4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號 3樓) 

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主席致詞 文化部 

09：30~12：30 
科技創新

與導入 

社區營造

數位化 

講師：何培鈞/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曾被譽為臺灣最美民宿「天空的院

子」創辦人何培鈞，有感於傳統文化

建築逐漸沒落，在不懈的努力下結合

竹山的特產、店家與人才，打造出具

有「前山第一城」之稱的民宿。此外，

更在竹山導入「竹山數位鎮民計畫」，

將先進的區塊鏈技術引入，為臺灣的

地方治理數位化而努力，如數位參與

系統、家鄉議題數位資產化，甚至也

吸引許多外地觀光客取得「竹山數位

身分證」創造竹山更多的可能性以及

建構一個創生支持系統。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6：30 

永續發展

SDGs概

念 

SDGs與

社區發展 

講師：邱鈞評/好氏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畢業於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在其大二

時已創辦「好氏社會企業」，透過號召

年輕一輩的人，共同向企業與大眾傳

達聯合國《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

(SDGs)，此外為了更易於向社會大眾

傳遞 SDGs的概念，更開發了臺灣第

一款以 SDGs為主軸的永續桌遊《我

們的福爾摩沙》，希望喚起臺灣社會

對於環境保護、生活議題等方面的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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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16：30~17：30 行政課程 

國家文化

記憶庫線

上共學平

台導讀 

(線上分

享) 

講師：高嘉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講師 

國家文化記憶庫承接過往國家數位

典藏計畫的使命，匯集許多重要博物

館與典藏機關的數位素材，提供容易

使用的平台介面與明確的授權標示，

滿足學習、創作、娛樂、商業／非商

業等不同需求，為每一筆資料重新找

到它的知音。同時其具有三大願景：

「資料開放運用」、「在地知識建構」

及「全民共同創造」讓每一個人的記

憶，因而得以構成國家全體的文化記

憶。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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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課程 

 時間：111年 9月 2日(五)09：00~17：3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4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號 3樓) 

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2：30 專業策劃 
社群媒體

佈局策略 

講師：余瑞銘/社團法人中華流通

顧問協會執行長 

專長於數位行銷、品牌行銷策

略、實體行銷、新事業規劃等，

在社群媒體行銷相關領域多有

著墨。其經歷涵蓋中國生產力中

心流通顧問講師、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資訊類輔導專家、臺北市政

府創業顧問等。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30 案例分享 

社群經營

與直播經

驗分享 

14：30~17:30 
導覽與工

作坊 

臉書直播

規劃與實

作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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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動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培力課程(中部場) 

一、 基礎課程 

 時間：111年 9月 6日(二) 09：00~17：3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分部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主席致詞 文化部 

09：30~12：30 基礎概念 

社區營造
與地方創
生國際發
展經驗 

講師：陳志仁/臺灣野村總研諮詢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由數學與財金專業出身的陳志仁

副總經理，在 2018年受國發會委

託於左鎮進行地方創生示範規

劃，期望將來能以無人機協助偏

鄉地區運送農產品並透過本身優

良的品質闖出名堂。同時也借鏡

日本地方創生的經驗，檢視臺灣

鄉鎮未來發展的可能。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6：30 
科技創新

與導入 

電商與數

位行銷 

講師：林憲忠/臺灣網商協會創會

長、享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 

林創會長身為傳統產業的第二

代，將原本塑膠零配件代工工廠

轉型並投入配電器材的製造，透

過網路與 B2B電商平臺，將自家

的享曆工業轉型為臺灣跨境電商

的先驅者，扭轉原本的代工宿命，

同時創下億元營收佳績，是為臺

灣中小企業數位化之典範。 

16：30~17：30 行政課程 
計畫採購

事宜 

講師：浦忠義/曾任原住民族委員

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副主任 

行政經歷豐富的浦老師，除曾任

職於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外，

亦有教職經歷引導莘莘學子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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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識原住民文化。同時浦老師對於

社區營造息息相關的「雇工購

料」工程施作模式具有實際的執

行經驗，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內的多件原住民傳統建築即

是案例之一。 

17：30                賦歸 

 

 

二、 專業課程 

 時間：111年 9月 7日(三)09：00~17：30  

 地點：臺中綠川東教室 301教室(臺中市綠川東街 20號 3樓)、台

中車站舊城區 

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2：30 基礎概念 
產品規劃
與開發 

講師：程湘如/頑石文創開發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創意總監 

具有文創教主之稱的程總監，專

長於文創商品設計開發、品牌策

略開發、傳統產業轉型輔導等領

域，業界經歷已逾 40年。目前也

擔任文化部、經濟部、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等多個部會的評審

委員。過去曾執行的計畫如國家

公園文創品原型開發、臺北縣 29

鄉鎮一鄉一特色創意商品開發、

臺灣博物館 100周年館藏衍生品

開發等豐富經驗。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30 案例分享 
台中舊城創

生分享 

講師：徐銘遠/ TC Time Walk執

行長 

斜槓青年個性，擁有夢想實踐家

之稱的徐執行長，其走遍了世界

各地，足跡遍布六大洲，300 多

個城市、30餘國，包含南北極、

中國大陸新疆，柬埔寨，緬甸，

泰國，印尼，埃及等等。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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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模組 課程主題 講師 

出於對臺中的熱愛，與夥伴共同

創立「TC Time Walk臺中時空漫

步」，希望透過深度導覽，將臺中

在地文化發揚國際。 

14：30~17：30 
導覽與工

作坊 

舊城創生導

覽 

講師：TC Time Walk 臺中時空

漫步導覽團隊 

TC Time Walk 臺中時空漫步，是

一群充滿熱情的年輕人所創立

的『Walking Tour 地方導覽  & 

地方顧問經營團隊，以旅客友善

方式及世界旅行趨勢的 Walking 

Tour 型態為經營模式。同時也曾

與經濟部、交通部、臺中市政府、

連江縣政府、工研院等多個單位

皆有合作關係。除城市文化導覽

外，還提供深度田野調查服務、

文化導覽數位轉型等服務，一同

為地方創生的發展而共同努力。 

17：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