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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北一區 上午時段 09：00-12：30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05 台北市 678 是打底工作室 認知訓練是打底 

1-2 S-008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順興社區發展

協會 
青銀滿福堡 

1-3 S-011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香和社區發展

協會 

攜老共好‧銀髪美好—演我故

鄉說我故事 

1-4 S-016 台北市 
有限責任臺北市育坊社區照

護勞動合作社 

「憶」起守護他--失智症友善

社區推展計畫 

1-5 S-018 新北市 黃從訓 
看見台灣~高齡記者行動方

案 

1-6 S-022 台北市 廣和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家天使平台會員共好互助升

級計畫 

1-7 S-023 台北市 
林芳羽、謝芷琳、林筱芹、

鄭曉松 
食趣食代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24 基隆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

進與銀髮保健系 

我愛故我在-築一個青銀共

融的世代 

2-2 S-028 新北市 林宗翰，陳莉容 夢想時光機 

2-3 S-031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社區發展

協會 
不老時光機、青一下 

2-4 S-037 新北市 黃挺欣、詹雅婷 
望春風 2.0青銀工作室 X 味

道故事館 

2-5 S-039 台北市 台灣南與北全人發展協會 
「你的回憶．我的青春」—

銀青共好生命映畫書 

2-6 S-040 台北市 
財團法人台北市任兆璋修女

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 
愛的運動 扶老攜幼 

2-7 S-073 台北市 許大千 施福隆 
樂齡導覽_時光銀行的旅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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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北一區 下午時段 13：30-16：50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01 花蓮縣 呂佳瑩 
食物銀行-青銀共創、牽起長者

希望廚食培力部落廚房計畫 

3-2 S-068 花蓮縣 劉伊倫 
花蓮縣 Dipit 復興部落第一

首主打歌與 MV 製作 

3-3 S-100 花蓮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長者智慧反哺，長幼代間共

學」～四葉草藝起樂活永安 

3-4 S-025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菜園社區發展協會 在我忘記之前 

3-5 S-059 台東縣 帶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智者們的秘密－有聲故事合

力創作計畫 

3-6 S-105 台東縣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布農中會南山教會 

走過的路─故事從「Taluan」

開始 

 

ⓞ第四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4-1 S-044 新北市 温梅香 保生—老人家介記憶與技藝再現 

4-2 S-048 台北市 滾出趣 Rolling in Life 
尋找社區之『最』——阿公

阿嬤故事挖掘計畫 

4-3 S-049 新北市 錢韋婷、邱雅達 玩 now-銀髮賦能再造計劃 

4-4 S-050 台北市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一杯師傅［創新高齡職務設

計方案］ 

4-5 S-052 台北市 吳俊德 模擬照護-退休準備行動學堂 

4-6 S-055 台北市 台灣地板滾球運動聯盟 
「275g 的銀髮新活力」~樂

齡地板滾球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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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北二區 上午時段 09：00-12：30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43 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也思服務學習

協會 

YES!瑞思心旅行--青銀共學

實踐計畫 

1-2 S-056 新竹市 台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 有球必應，歡樂不老 

1-3 S-060 台北市 文巢創意有限公司 
社區大小事-共享平台 臺南

市新東社區銀髮教師培訓 

1-4 S-061 桃園市 翁碧菁 
老書好：上學真有趣@自主

學習 

1-5 S-063 桃園市 正崴生物科技股份有公司 美齡樂舞共學團 

1-6 S-066 台北市 瑞思設計工作室 

萬華老文青-台灣傳統工藝

產業與新興產業之品牌整合

交流平台 

1-7 S-067 新竹縣 徐陶真、陳巧倫 
魔法爺奶說故事-代間樂陶

遊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69 台北市 吳健義 
長者好厝邊-宜蘭友善醫療

空間盤點 

2-2 S-071 台北市 一畝果香草 一畝果香草一銀髮共學 

2-3 S-076 桃園市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球村代間

藝術教育促進會 
玩味覺醒 

2-4 S-104 台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人教育

中心 

全方位高齡夢想驛站行動方

案 

2-5 T-001 桃園市 幸福企業社 阿公阿嬤的社區咖啡館 

2-6 T-004 台北市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樂活菩蕯班 

2-7 T-005 台北市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家中之寶，不當馬路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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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北二區 下午時段 13：30-16：50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80 台北市 陳雅玟 
拾壹設計-彈珠留聲機

Marble Player 

3-2 S-085 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

會 

工業區裡的青銀藝術駐村 x 

傷健共融計畫 

3-3 S-090 新北市 中華開心慈善協會 鼓動青春~三代同樂會 

3-4 S-093 宜蘭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 花樣爺奶與小管娃 

3-5 S-098 台北市 揚生慈善基金會 

世代共好．健康到老～高齡

志工展演培力、巡演及複製

計畫 

3-6 S-099 宜蘭縣 陳惠茹 
圓夢計畫~【我ㄟ美夢！阮麥

自己來！】 

 

ⓞ第四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4-1 S-106 台北市 綠色傳奇社區委員會 
綠色傳奇社區美姿美儀 

Coming 來 

4-2 S-112 宜蘭縣 
華梵大學哲學系-華梵哲學

瘋桌遊團隊 

「宜蘭長青 凝聚蘭心」青銀

桌遊推廣計畫 

4-3 S-114 台北市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

基金會 

In Our Time 我們的時代-

「相」約大「聲」來反毒 

4-4 T-002 台北市 簡采瑩 啟動樂活人生 

4-5 T-003 新竹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新竹

社會服務中心 
樂齡藝術村 

4-6 T-008 基隆市 陳彥樺 大原好客＂阿嬤的一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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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日)北三區 上午時段 09：00-12：00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75 新竹市 曾明駿、王忻瑀 詮釋，新世代 人 

1-2 S-077 新竹市 彩演文創工作室 
阿嬤來扮歌仔戲，阿孫也來

唱歌仔戲－大家來扮戲 

1-3 S-078 桃園市 
財團法人桃園市怡仁愛心基

金會 
老寶貝懷舊音樂之旅 

1-4 S-082 台北市 阿古拉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高齡先修班˙共好研究所 

1-5 S-083 新北市 陳冠佑、李晉廷 
阿 TING銀髮 YOUTUBER計

畫 

1-6 S-086 新北市 陳宇華 
銀髮綠管家-養樹防老以樹

會友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88 台北市 林祐鉞 
三生有幸～用桌遊玩出你的

好人生 

2-2 S-092 台北市 樂農生活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你農我農，「銀」在「新」生

活！ 

2-3 S-095 新北市 
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

護管理系-不老頑童服務隊 
不老頑童環遊寶島 

2-4 S-096 台北市 
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

服務中心 

調和鼎鼐～新婆媳關係先修

班 

2-5 S-101 台北市 萬宣慶、林妤容、林宥榆 
點亮樂齡心健康，打造智慧

樂活趣！ 

2-6 S-102 新北市 王嫊淩、杜欣恩 FUNFUN 放放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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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日)北三區 下午時段 13：30-15：50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81 花蓮縣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

流協會 

遊子襪-高齡社會企業與文

創產業 

3-2 S-041 花蓮縣 花蓮縣東岸生活家協會 

花開蝶自來：失智病房長者

與社區孩子們的秘「蜜」花

「源」 

3-3 S-103 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協

會 
銀閃閃的新生活 

3-4 S-057 桃園市 
桃園市築夢家族社區兒童發

展協會 

跟著爺奶尋寶趣－食在金促

味 

3-5 S-017 新北市 陳美英‧許素鳳 
衣(e)世代傳愛~阿公阿嬤ㄟ

衫 

3-6 S-021 新北市 凱子河童企業社 
銀髮上電視・美食無國界・

長者行遍天下 

3-7 S-026 基隆市 左下角工作室 
社會照顧系統的搭建：社區

互助工班 

3-8 S-094 雲林縣 耘林藝術人文生態關懷協會 有機共食無塑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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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日)中區 上午時段 09：00-12：30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02 台中市 池鎮宇 老農和耕新團的橋樑 

1-2 S-004 台中市 玄舞坊 活舞天使·圓夢計畫 

1-3 S-006 雲林縣 張婉玉 
玩藝生活工坊~~ 慢活世

界。念舊天堂 

1-4 S-007 台中市 臺中市高齡健康促進協會 
在地老化.活躍老化.成功老

化之實踐 

1-5 S-012 雲林縣 眾點資訊有限公司 留事不流逝：相錄復刻時代 

1-6 S-013 台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社區發展

協會 

從家的記憶中看到愛-創作

尋根紀錄：神岡北庄家族備

忘錄 

1-7 S-015 台中市 
有限責任台灣共好生活勞動

合作社 
我的傳家寶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19 南投縣 
南投縣草屯鎮新庄社區發展

協會 

新庄社區造志工˙共好力量

助圓夢 

2-2 S-020 台中市 梁保邦 追  夢 

2-3 S-034 台中市 
台中市南屯區中和社區發展

協會 
樂食共耕 Life story 

2-4 S-045 台中市 許蓮美 樂齡開心農場 

2-5 S-051 台中市 中華民國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銀髮文化創意攜老更美好 

2-6 S-053 台中市 陸爸爸說演故事劇場 
「臺灣故事心」運動–《鬥陣

在「金〝銀〞島」尋寶》 

2-7 S-054 台中市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

會 
西川半平厝古早味古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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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日)中區 下午時段 13：30-17：00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10 新竹縣 廖正仁 我的第二春—樂活忘齡 

3-2 S-058 台中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樂活手足球-樂齡足夢趣 

3-3 S-064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慈恩社區發展

協會 

連結據點幸福，擴散銀髮共

好 

3-4 S-065 台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

協會 
返老還童 

3-5 S-070 南投縣 
社團法人南投縣良善社會福

祉關懷協會 

「共享美好人生」中寮鄉高

齡長者與居民福祉關懷計畫 

3-6 S-072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裕民老人學堂 唱出回憶,帶進歡樂,傳遍竹南 

3-7 S-087 台中市 頑石劇團 
日不落的劇場國度－戲劇療

癒的社區實踐 

ⓞ第四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4-1 S-097 台中市 農村出代誌 

今仔日，咱佇咧田岸邊上課

喲：農民長者 plus 創意青年

翻轉課程計畫 

4-2 S-107 南投縣 
社團法人南投縣左岸成長學

苑關懷協會 

2018 年共好行動「青紅蘋果

樂園」行動計畫 

4-3 S-108 台中市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泰雅Taka燒不盡的火力與熱情 

4-4 S-109 台中市 Meiling Tsai 銀響世代,高年級生的新舞台  

4-5 S-111 台中市 蕭翔翼 薪火相傳、希望之翼 

4-6 S-091 嘉義縣 財團法人柴林腳教育基金會 樂食新天地 ~老屋活化 

4-7 S-113 南投縣 社團法人南投縣南崗愛鄉協會 當我們「餃」在一起 

4-8 T-007 台中市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

協會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樂齡

樂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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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南區 上午時段 09：00-12：30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03 高雄市 左營高材生社區團結圈 
高材生團結圈  白色森林分

享計畫 

1-2 S-014 高雄市 湯惠伃 

老少共學 祖孫世代情 ~ 提

升兒童和老人互動的生活教

育方案 

1-3 S-027 台南市 
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

症協會 
擁抱失智，讓愛憶起走 

1-4 S-029 屏東縣 陳文靜 
夢想行動「家」─ 世代共享

幸福「食」間 

1-5 S-030 屏東縣 鄒宥青 蔬銀乃人生常事 

1-6 S-032 屏東縣 曾喜城 三間屋世代共好圓夢計畫 

1-7 S-033 屏東縣 
社團法人屏東縣臻愛關懷協

會 
花甲桌遊設計師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35 台南市 
財團法人蓮心園社會公益基

金會 

「teatime old 愛（台語：疼

惜我的愛）」 

2-2 S-036 屏東縣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

協會 
新住民共好風味餐計畫 

2-3 S-038 高雄市 陳祺杰 愛與心靈共舞的生命時序 

2-4 S-042 高雄市 陳琳鳳 
節目名稱:『異地新家 ~ 公

婆夫媳過新招』計畫 

2-5 S-046 屏東縣 
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

益發展協會 
跨界銀新•多元世代深耕 

2-6 S-110 嘉義縣 施忠志 
大茅埔偏遠聚落樂食共耕休

憩棧 

2-7 S-047 高雄市 邱月婷 花甲故事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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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南區 下午時段 13：30-15：30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74 台東縣 
社團法人臺東縣弱勢者關懷

協會 

【老幼˙共學˙共玩˙共成

長】 

3-2 S-062 高雄市 洪琳茹 
歡迎來阮的房間，畫當年聽

古事 

3-3 S-079 高雄市 高雄市魚菜共生推廣協會 老食心安 

3-4 S-084 台南市 Oh Old! 青銀實驗隊 青銀心齡感 

3-5 S-089 高雄市 搭夥工作室 
老吾老，藝耆老—高齡技藝

交流平台 

3-6 S-009 高雄市 宏法寺 老伴共好計畫 

3-7 T-006 高雄市 
社團法人高雄市活泉愛鄰社

區服務協會 

108 年度活泉愛漫延~樂齡

家園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