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共好行動徵選   全國工作坊報告名單 

  1 

9/21(六)北一區 上午時段 08：30-11：49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02 台北市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畢嘉士

社會福利基金會 
熟高齡相約，老年故事學！ 

1-2 S-004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順興社區發展

協會 
智遊發揮 

1-3 S-009 台北市 華昕樂活國際有限公司 熟齡模特，時尚「齡」距離 

1-4 S-010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天主教

弘道仁愛之家 

玩出自癒力~老頑童農場計

畫書 

1-5 S-012 宜蘭縣 員山布袋戲團 偶愛農村樂活老屋 

1-6 S-014 新北市 葉采瑄 交換時光共好計畫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19 台北市 師大 COACH 共學團隊 
社區原味 傳家美味 _ 神廚

嬤把愛傳出去 

2-2 S-027 台北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同老人

福利基金會 

調心畫室(一):和諧粉彩-療心

繪本創作 

2-3 S-032 新北市 灰鯨設計有限公司 
做伙來𨑨迌——台灣旅遊大

富翁 VR 桌遊 

2-4 S-033 台北市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九九舞台 

2-5 S-034 新竹縣 新竹縣知心會 
新住民與樂齡圓夢愛心工坊

計畫 

2-6 S-038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基金會 
舞動藝起來，快閃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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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六)北一區 下午時段 13：00-16：19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08 花蓮縣 
花蓮縣希望之光身心靈健康

促進協會 
樂智嬤的柑仔店 

3-2 S-031 花蓮縣 門諾基金會 VR 憶起來！ 

3-3 S-052 花蓮縣 柯仁愛 
喜樂棒鐘團玩樂趣－散播歡

樂分享愛 

3-4 S-039 台北市 陳美玲 惜食分享愛心便當 

3-5 S-040 台北市 郭文欽 開心活力-舞力全開(國標舞) 

3-6 S-043 台北市 退休城邦 神奇木桶計畫 

 

ⓞ第四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4-1 S-046 台北市 樂農生活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齡綠天使 

4-2 S-047 台北市 
財團法人好家宅共生文化教

育基金會 

都蘭小客廳柑仔店，幼銀萬

事屋解決社區生活問題 

4-3 S-048 台北市 文巢創意 青銀旅行團 

4-4 S-056 新竹市 老玩客股份有限公司 
高年級髮型師蒲公英巡迴計

畫 

4-5 S-061 台北市 劉中莉 

從共煮、共食開始—讓我們

一起來經營一家共食廚房

吧！ 

4-6 T-002 新北市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

中心-新北市五股獅子頭公

共托老中心 

一擊入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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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日)北二區 上午時段 08：30-12：01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13 新北市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古漾時尚伸展台 

1-2 S-018 新北市 鄭琬蒨 
聆聽老靈魂-藝術創作聚落

計畫 

1-3 S-058 新北市 中華圓滿同心慈善協會 溫馨關懷愛心公益行 

1-4 S-060 桃園市 愛 NOW 青年志工團 鐵馬送愛 4.0   

1-5 S-062 台北市 台灣大悲佛學會 
「愛的拉吉歐」－點亮長

青．用心傾聽 

1-6 S-065 新竹縣 竹北市老人安養中心 來吃古早味、講哈逗陣趣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78 金門縣 簡瑀儒、簡吟軒、黃兆羣 島遊 

2-2 S-066 台北市 什錦拌飯 餐桌上的許願池 

2-3 S-072 新竹市 松承實業有限公司 
共好照養 & 樂齡樂事公眾

地圖 

2-4 S-075 新竹市 彩演文創工作室 
炸寒單、起義民；竹塹風火

輪 

2-5 S-076 台北市 同杏空間規劃工作室 
街銀夢響～台北車站中高齡

無家者追夢記 

2-6 S-077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社區發展

協會 
老人不老菜圃計劃 

2-7 T-004 台北市 
社團法人中華大腳印關懷協

會 

一步一腳印讓愛動起來-環

島巡迴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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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日)北二區 下午時段 13：00-15：09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57 花蓮縣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

流協會 
你不認識我-你怎麼愛我? 

3-2 S-036 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亞太創意老化

交流協會 
青銀創意樂活營 

3-3 S-011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竹圍社區發展

協會 
藝閣永流傳 

3-4 S-049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山社區發展

協會 
爺奶行動咖啡 

3-5 T-001 新北市 鍾宇音 璀璨珍珠風華重現 

3-6 T-003 桃園市 健行愛鄰社 
中輟兒回饋鄉里-獨居長輩

送餐服務 

3-7 T-007 新北市 方圓學習科技有限公司 一里一故事‧社區自己說 



 

2019 共好行動徵選   全國工作坊報告名單 

  5 

9/22(日)中區 上午時段 08：30-12：01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01 台中市 臺中市高齡健康促進協會 
老有所用.老有所終，讓老人

服務更老的人 

1-2 S-003 嘉義市 吳英郎 音樂樂活健康趣 

1-3 S-005 彰化縣 楊玉如 
在地我最行~自己故事自己

演~ 

1-4 S-006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中市好幸運協會 
耆艾-毛孩相伴驛站：當零安

樂遇見齡安樂 

1-5 S-015 台中市 吳惠蓮 

「台灣共生社區／社群之實

踐：以台東都蘭、台北都蘭、

大溪都蘭為例」書寫計劃 

1-6 S-024 台中市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

長協會 
記憶中的甜點店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25 雲林縣 張值蓉、呂品蓉 擺渡 老不休的第二個春天 

2-2 S-029 台中市 陳宥樺 
叫我「網紅」－「這群姐姐」

Youtuber 團體 

2-3 S-035 彰化縣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

協會 
抖抖花花向前行 

2-4 S-044 台中市 有本坊股份有限公司 
銀光酒保–社區的青銀對話

沙龍 

2-5 S-050 嘉義市 吳沛珊、吳菊霞 手繪銀髮族生命色彩 

2-6 S-054 雲林縣 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 「腦」「筋」急轉彎 

2-7 T-006 彰化縣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社區發展

協會 
樂齡農村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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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日)中區 下午時段 13：00-16：19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07 台中市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

全人關顧協會 
糧膳坊供餐服務 

3-2 S-042 台中市 
社團法人台灣喜信家庭關懷

協會(南台中辦事處) 

全民愛家愛健康－社區樂齡

休閒養生操 

3-3 S-045 台中市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忘年廚藝學堂-從中餐到下

午茶，與記憶中的美好滋味

有個約會 

3-4 S-059 南投縣 
社團法人南投縣南投市芳美

社區發展協會 
懷念阿嬤的好味道 

3-5 S-063 南投縣 南投縣竹生活文化促進協會 竹山趴趴走，行動講古 

3-6 S-068 嘉義市 劉學旻 
恁的幸福，阮來守護－嘉義

的老年新革命 

 

ⓞ第四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4-1 S-069 台中市 
O’house 文化創意行動工

作室 

愛的羅曼“史” 之“食”

全大補帖 (有愛/無礙食譜有

聲書) 

4-2 S-070 台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

系 

家常菜微電影競賽 - 找回

家常菜的共同記憶 

4-3 S-071 台中市 串門子社會設計有限公司 
老派生活基地-最好的日子

正要開始 

4-4 S-074 雲林縣 樂林職能治療所 青銀總鋪師 

4-5 S-020 台南市 周欣怡 lâi-khì青銀共創好生活 

4-6 T-005 彰化縣 石佳蓉 移動的客廳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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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六)南區 上午時段 08：30-11：49 

ⓞ第一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1-1 S-016 台南市 吳瑋卿 許願池放送頭計畫 

1-2 S-017 高雄市 耕云者 大人儕無限公司 

1-3 S-021 高雄市 半分藝術有限公司 兩代記憶之味 

1-4 S-022 高雄市 陳純凰 村裡的聚會 

1-5 S-023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正向心理學中

心 

青銀 FUN 桌遊 Shopping 

同樂趣 

1-6 S-026 台南市 適能居家職能治療所 童話世界的『銀牌』教練 

 

ⓞ第二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2-1 S-028 屏東縣 
屏東縣有限責任群聚長青公

用合作社 
群聚長青聊天室 

2-2 S-030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樂活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為愛而生-VR 圓夢平台 

2-3 S-037 高雄市 魚菜香草同樂 
銀髮主題公園──跳房子市

集 

2-4 S-041 高雄市 費特寧斯有限公司 
銀享力-銀髮健促外溢俱樂

部 

2-5 S-064 嘉義縣 嘉義縣后埔社會關懷協會 
大埔鄉偏遠聚落小蜜蜂祕密

花園 

2-6 T-008 屏東縣 浮光文創 
小城故事：厚生樂齡的敘事

與藝術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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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六)南區 下午時段 13：00-14：57 

ⓞ第三組 

順序 編號 縣市 提案單位 提案名稱 

3-1 S-051 台南市 臺南市受恩關懷服務協會 青銀共創銀響力計畫 

3-2 S-053 台南市 
台南市安平區國平社區發展

協會 

展現高年級多面向創作交響

曲 

3-3 S-055 高雄市 童鈺華 
Talking 嬤．Walking 嬤｜鹽

埕女人我最大 

3-4 S-067 高雄市 謎尋文創工作室 
玩轉我們的故事-青銀共創

實境解謎遊戲 

3-5 S-073 屏東縣 在繁華生活工作室 老智慧醃漬學堂 

3-6 S-079 台南市 黃筑萱 
蘆果好食-長者友雞料理培

力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