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七：苗栗縣歷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大事紀
2001 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一期）大事記
日期
2001/08/27

大事記內容
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評選會議，苗栗縣社區大學取得優先議價
權。

2001/09/13

與縣政府議價 / 至建築師公會取得建築師基本資料 /營造公會取
得營造廠基本資料。

2001/09/14

至政大地政系研究室取苗栗縣整體開發計畫原始資料 / 政大圖書
館取得相關資料及文獻。

2001/09/17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黃智群開會溝通確認工作期程表。

2001/09/20

依縣政府指示送合約書正副本 12 份至縣政府簽約。

2001/09/21

發函給 18 鄉鎮市公所 /至政大地政系研究室取 18 鄉鎮居民會談原
始資料。

2001/09/25

簽約完成(縣政府回文)。

2001/09/28

繳交期中簡報 20 份。

2001/10/02

社大社規師培訓小組期中簡報會前會議。

2001/09/26～

連絡各鄉鎮公所城鄉新風貌案承辦人員(確認各區負責人 / 瞭解各

2001/10/05

區推動問題。

2001/10/15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現行作業及未來方向 / 整理
1999 ,2000 ,2001 年度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相關內容 / 傳真給苗
栗地區 31 位開業建築師。

2001/10/16

至西湖渡假村訪視。

2001/10/16～

連絡各建築師(口頭訪談 / 意願調查)。

2001/10/18
2001/10/17

至大衛營、香格里拉訪視。

2001/10/19

建築師公會簡報。

2001/10/21

配合文化局活動至南莊訪視 / 和當地工作人員溝通。

2001/10/22

社大社規師培訓小組期中簡報會前會議。

2001/10/24

於建築師公會社大社規師培訓計畫期中簡報。

2001/10/25

連絡南投城鄉局討論參觀事宜。

2001/10/29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黃智群開會溝通確認會議之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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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9

社大社規師培訓小組後續工作會議。

2001/10/30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確認發上課邀請函：內容及對象。

2001/10/30

針對都計科：縣政府內部、建築師公會、營造公會、18 鄉市公所、
社大：社區發展協會、建築師、建築商（建設公司）、曾有參與城
鄉新風貌建設之營造廠及文史工作者發上課邀請函。

2001/10/31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確認培訓課程開課典禮及研討會細項。

2001/11/01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確認培訓課程開課典禮及研討會細項。

2001/11/02

連絡上課講師確認時間。

2001/11/07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確認培訓課程開課典禮及研討會細項
(原 1 月 26 日為鄉鎮市長選舉)。

2001/11/07

社大社規師培訓小組會議,

辦理鄉鎮學校社區規畫師說明會事宜,

連絡演講者,發函教育局,連絡各中小學。
2001/11/08

至縣政府與承辦人開會溝通確認培訓課程報名壯況及研討會宣傳
模式。

2001/11/12

社大社規師培訓小組會議,

辦理社區規畫師種籽培訓課程開訓典

禮事宜, 連絡演講者,,連絡各學員。
2001/11/13

確認學員並連絡。

2001/11/14

確認學員並連絡。

2001/11/16

開訓, 中午 ,晚上二埸台大黃世孟教育和建設局長及承辦人員晚餐
會議。

2002 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二期）大事記
日期
2002/07/30

大事記內容
於縣政府二樓會議室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第一次工作會議，會中
討論出 2002 年度社區規畫師計畫執行的每體宣傳、遴選、授證、
掛牌與培訓課程之時間、地點進行方式。

2002/08/05

於苗栗縣建築學會會議室舉行社區規畫師遴選會議，共計有 18 個
社區規畫師團隊領取評選須知，14 個團隊參與評選，共選出了 13
組駐地社區規畫師團隊。

2002/08/07

於縣政府大廳舉辦社區規畫師授證儀式，由縣長親自頒發社區規畫
師證書。並簽署共同誓約，促使駐地社區規畫師更謹慎的看待社區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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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8/08

苗栗市、後龍鎮、西湖鄉、通宵鎮、苑裡鎮、三義鄉、銅鑼鄉及公
館鄉舉行社區規畫師工作坊掛牌儀式。

2002/08/09

頭屋鄉、造橋鄉、竹南鎮、頭份鎮、三灣鄉及南庄鄉舉行社區規畫
師工作坊掛牌儀式。

2002/08/12

獅潭鄉、泰安鄉、大湖鄉及卓蘭鎮舉行社區規畫師工作坊掛牌儀式。

2002/09/19

於縣政府二樓會議室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第二次工作會議，會中
針對現階段執行成果作一全面性的檢討，並討論出未來人才培訓
營、聯誼會、期末座談會進行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

2002/09/11～

於三義鄉西湖度假村舉行三天兩夜的社區規畫師培訓專業課程。並

2002/09/13

於 09/12 及 09/13 於苗栗縣其中八個鄉鎮進行深度參訪。

2002/10/11

舉辦苗栗縣社區規畫師聯誼會，會議位置為竹南鎮布洛瓦烘焙餐
廳。其中除了檢討社區規畫師目前執行的問題討論、解決之外，亦
可提供經驗分享，刺激出更多的新觀念與新想法。

2002/11/11～

於國立聯合大學舉行 2002 年度社區規畫師年終座談會，除了重新

2002/11/12

檢視今年渡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的檢討外，更開放全國性的大專院
校之學生共同參與，以利提供苗栗縣更多、更新的觀念與想法激
盪。並可促進社區與社區間的相互成長。

2002/11/15

社區規畫師繳交成果計畫書。

2002/11/21

辦理 2002 年度社區規畫師評鑑活動，由苗栗縣建築學會制訂準則
與表格，評鑑委員由建築學會推派二員及縣府推動小組二員擔任。
針對 2002 年度社區規畫師表現予以評分及贈與獎金。

2002/12/03～

辦理 2002 年度社區規畫師第二次評鑑活動。

2002/12/04
2002/12/06

於縣政府二樓會議室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第三次工作會議，會中
針對社區規畫師年度活動進行執行成果報告與總檢討。

2003 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三期）大事記
日期
2003/05/08

大事記內容
於工務旅遊局苗栗縣政府工務旅遊局為「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並
落實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今（2003）年度刻須賡續辦理
「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三期）」
，以延續前兩年「苗栗縣
社區規畫師制度」，經公開甄選後，由苗栗縣社區大學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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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12

王本壯老師、吳靜玲、黃秀媚及陳柏仲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
計畫（第三期）」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一次籌備會議。
議題：說明計劃書架構。

2003/05/16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1 次審查會議。

2003/05/19

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三期）」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一次籌
備會議。會中討論社區規畫師作業要點及課程規畫。

2003/05/26

會中討論社區規畫師舊社區作業要點、課程規畫及時程調度等。

2003/05/27

於東勢林場參與社造員培訓課程。

2003/06/05

2003 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示範社區徵選要點說明會
第一次工作會議。
議題：說明舊社區示範社區徵選要點、管考作業及意見交流。

2003/06/09

於苗栗縣辦理社區大學 2003 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示範社
區徵選要點說明會(苗中)。
議題：說明新社區示範社區徵選要點及意見交流。

2003/06/11

於建國中學 2003 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示範社區徵選要點
說明會(苗北)。
議題：說明新社區示範社區徵選要點及意見交流。

2003/06/13

於苑裡高中 2003 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示範社區徵選要點
說明會(苗南)。
議題：說明新社區示範社區徵選要點及意見交流。

2003/06/19

工務旅遊局第一次工作報告會議。

2003/06/30

苗栗縣社區大學開辦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之精神。

2003/07/03

頭份建國中學開辦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之精神。

2003/07/04

苑裡苑裡高中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之精神。

2003/07/07

於國立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林盛豐、縣長、議長、26 社區代表及
民眾辦理 2003 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畫」示範社區人才培訓課程
始業式暨「社區家族」結盟儀式。

2003/07/07

於國立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辦理基礎核心課程-創造台灣城鄉風貌
的內涵與意義。

2003/07/14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開運鑑定團~發現社區的寶
貝。講師：黃文淵老師。

2003/07/16

於頭份鎮建國中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開運鑑定團~發現社區的寶
貝。講師：黃文淵老師。

2003/07/17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4 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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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7/17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5 次審查會議。

2003/07/18

於苑裡鎮苑裡高中辦理基礎核心課程-開運鑑定團~發現社區的寶
貝。講師：黃文淵老師。

2003/07/21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行政部門業務。講師黃智群
課長。

2003/07/23

於頭份鎮建國中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行政部門業務。講師黃智群
課長。

2003/07/25

於苑裡鎮苑裡高中辦理基礎核心課程-行政部門業務。講師黃智群
課長。

2003/07/28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推動實務。講
師王本壯老師。

2003/07/30

於頭份鎮建國中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推動實務。講
師王本壯老師。

2003/08/01

於苑裡鎮苑裡高中辦理基礎核心課程-社區風貌改造推動實務。講
師王本壯老師。

2003/08/04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國內外城鄉風貌改造優良案
例介紹。講師顏名宏老師。同天同時辦理專題性課程授課方式說明
會。

2003/08/06

於頭份鎮建國中學辦理基礎核心課程-國內外城鄉風貌改造優良案
例介紹。講師顏名宏老師。同天同時辦理專題性課程授課方式說明
會。

2003/08/08

於苑裡鎮苑裡高中辦理基礎核心課程-國內外城鄉風貌改造優良案
例介紹。講師顏名宏老師。同天同時辦理專題性課程授課方式說明
會。

2003/08/11～

於花蓮中信飯店參與 2003 年縣市文化行政人員研習營。

2003/08/14
2003/08/19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專題性課程-媒體宣傳實務（一）
。講師：華
視記者巫召清先生。

2003/08/20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專題性課程-溝通技巧實務（一）
。講師：王
本壯老師。

2003/08/26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專題性課程-媒體宣傳實務（二）
。講師：聯
合報記者黃宏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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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8/27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辦理專題性課程-溝通技巧實務（二）
。講師：王
本壯老師。

2003/08/27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6 次審查會議－苗栗縣
社區規畫師執行計劃（第三期）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審查

2003/08/28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一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03/09/02

於金獅社區、白西社區、北龍社區、嘉志閣社區辦理第一次社區訪
視暨家族聚會：行程第一天活動包括。講師群─邱肇傑、劉勝鈺、
巫炳興於南庄老郵局辦理專題性課程-環境生態專題（一）
；以及講
師：林志成建築師於明德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營造
施工實務（一）。

2003/09/02

王本壯老師於中廣錄音室的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首
播。

2003/09/03

於明德社區、獅潭社區、南庄愛鄉協進會工作坊辦理第一次社區訪
視暨家族聚會。行程第二天活動包括。講師：彭康健老師於大坑社
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務（一）；以及講師：
陳育平總監於大寮社區：大湖農工辦理專題性課程-觀光休閒專題
（一）。

2003/09/04

於恭敬社區、出水社區、火炎山協會（華陶窯）、雙潭社區辦理第
一次社區訪視暨家族聚會。行程第三天活動包括。講師：張仲良建
築師於圳頭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務
（一）；以及講師：賴孟玲老師於山腳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
性課程-特色產業專題（一）。

2003/09/09

由南庄愛鄉協進會主辦於新竹九讚頭社區的社區家族外縣市優良
社區交流參訪活動：第一家族

2003/09/09

張仲良建築師於中廣錄音室的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
播出。

2003/09/10

大坑社區社區活動中心彭康健老師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務
（二）
。同天大寮社區大湖農工陳育平總監辦理專題性課程-觀光休
閒專題（二）。

2003/09/12

圳頭社區社區活動中心張仲良建築師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
務（二）
。同天山腳社區社區活動中心黃世輝老師辦理專題性課程特色產業專題（二）。

2003/09/13

於南庄老郵局辦理周邊社區風貌巡禮戶外教學課專題性課程-環境
生態專題（二）。講師：自然生態協會講師群─邱肇傑、劉勝鈺、
巫炳興。同天林志成建築師於明德水庫辦理周邊社區風貌巡禮專題
性課程-營造施工實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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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16

南庄桂花巷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
居民。

2003/09/16

胡清明先生於談文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
務（一）。同天黃鼎松執行長於北龍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
課程-鄉土文史專題（一）。

2003/09/17

黃鼎松執行長於苗栗高中辦理校園講座：
〈營造美好生活新天地〉。

2003/09/17

張明仁董事長於黃金小鎮理事長府上專題性課程-觀光休閒專題
（一）
。同天翁徐得先生於神雕村三義鄉公所辦理專題性課程-特色
產業專題（一）。

2003/09/18

陳賢秋建築師於出水社區苑裡藝文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營造施工
專題（一）。

2003/09/19

新竹九讚頭社區辦理社區家族外縣市優良社區交流參訪活動：海岸
家族，由白西社區主辦。

2003/09/20

黃文淵老師於溪洲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環境生態專
題（一）。

2003/09/21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 302 教室辦理第二次社區家族聚會。

2003/09/22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03/09/23

於恭敬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

2003/09/23

胡清明先生於談文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規畫設計實
務（二）。同天黃鼎松執行長於北龍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
課程-鄉土文史專題（二）。

2003/09/24

張明仁董事長於黃金小鎮理事長府上專題性課程-觀光休閒專題
（二）
。同天翁徐得先生於神雕村三義鄉公所辦理專題性課程-特色
產業專題（二）。

2003/09/25

黃文淵老師於溪洲社區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環境生態專
題（二）。

2003/09/26

黃鼎松執行長於大西國中辦理校園講座：
〈營造美好生活新天地〉。

2003/09/27

陳賢秋建築師於出水社區苑裡藝文中心辦理專題性課程-營造施工
專題（二）。

2003/09/27

由嘉志閣社區主辦於南投桃米社區的社區家族外縣市優良社區交
流參訪活動：霹靂火家族。

2003/09/29

「九十三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現場實勘。

2003/09/30

「九十三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現場實勘。

2003/09/30

明德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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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01

黃麗明建築師於大成中學辦理校園講座：〈城市偵探家─你是社區
營造的最佳主角〉。

2003/10/01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7 次審查會議－「2004
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縣內初審。同日「苗
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8 次審查會議－「2004 年度
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縣內初審。

2003/10/02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9 次審查會議－「2004
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縣內初審。同日「苗
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20 次審查會議－「2004 年度
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縣內初審。

2003/10/03

張紹鵬理事長於三義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如何踏出參與社區營造
的第一步〉。

2003/10/07

北龍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居
民。

2003/10/13

「九十二年度苗栗縣社區風貌營造計劃示範社區甄選」－【第二階
段 審查】。

2003/10/14

白西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居
民。

2003/10/16

由銅鑼社區、黃金小鎮合辦台中大雪山社區社區家族外縣市優良社
區交流參訪活動：山貓家族。

2003/10/17

張紹鵬理事長於南莊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如何踏出參與社區營造
的第一步〉。

2003/10/19

由雙潭社區主辦台中寶山、楓樹社區社區家族外縣市優良社區交流
參訪活動：合鑫家族。

2003/10/20

苗栗縣社區大學 302 教室辦理第三次社區家族聚會。

2003/10/21

雙潭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居
民。

2003/10/22

王俊秀副校長於育民工家辦理校園講座：
〈創造台灣城鄉新風貌〉。
同天陳育平總監及黃鼎松執行長分別於啟新國中及建台中學辦理
校園講座：〈看不見的「社區」─社區與「我」〉與校園講座：〈營
造美好生活新天地〉。

2003/10/28

工務旅遊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韓鴻
恩局長。

2003/10/29

張仲良建築師於大湖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凝聚鄉土情感的力量營
造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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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05

韓鴻恩局長於苗栗農工辦理校園講座：〈社區環境規畫的加減與居
民的參與〉
。同天陳育平總監於致民國中辦理校園講座：
〈看不見的
「社區」─社區與「我」〉。

2003/11/07

張仲良建築師於大同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凝聚鄉土情感的力量營
造故鄉〉。

2003/11/11

火炎山華陶窯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
區居民。

2003/11/12

黃麗明建築師於苗栗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城市偵探家─你是社區
營造的最佳主角〉。同天張仲良建築師於大湖農工辦理校園講座：
〈凝聚鄉土情感的力量營造故鄉〉。

2003/11/14

「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21 次審查會議。

2003/11/18

出水社區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出。對象：社區居
民。

2003/11/19

黃鼎松執行長於南湖國中辦理校園講座：
〈營造美好生活新天地〉。
同天張紹鵬理事長於頭屋國中辦理校園講座：〈如何踏出參與社區
營造的第一步〉。

2003/11/21

陳育平總監於南和國中辦理校園講座：〈看不見的「社區」─社區
與「我」〉

2003/11/24

黃麗明建築師於中興商工辦理校園講座：〈城市偵探家─你是社區
營造的最佳主角〉。

2003/11/25

社區規畫師專案中心辦公室中廣苗栗台〈生活百分百〉廣播節目播
出。對象：湯皓茹、陳柏仲。

2003/11/28

大寮社區吳開興陶藝館 2003 年度社區規畫師工作坊揭牌儀式。

2003/11/28

工務旅遊局「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三次專案小組
審查會議。

2003/11/29

砂埔鹿部落－山貓家族縣內社區家族參訪

2003/12/01

圳頭社區、溪洲社區、談文社區、田寮社區、南江社區、銅鑼社區
2003 年度社區規畫師工作坊揭牌儀式。

2004/01/02

工務旅遊局「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22 次審查會
議。

2004/01/08

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及香格里拉樂園辦理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工作
團隊成果觀摩暨經驗分享研討會。

2004/01/09

縣內各社區辦理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成果觀摩暨經驗分享
研討會。

2004/01/14

工務旅遊局「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四次專案小組
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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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2/25

工務旅遊局「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

2004/02/26

苗栗雅米餐廳辦理苗栗縣社規師家族與社造點家族聯合聚會。

2004 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四期）大事記
日期
2004/06/25

大事記內容
參與苗栗縣政府工務旅遊局「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並落實創造台
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之公開競標，由國立聯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承辦「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四期）」
，以延續前三年「苗
栗縣社區規畫師制度」。

2004/07/12

本專案管理中心與苗栗縣政府完成簽約。

2004/07/13

示範型及學習型社區徵選開始受理報名。

2004/07/16

於苗栗縣政府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28 次審查會議。

2004/07/19

2004 年苗栗縣「示範型及學習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徵選要點發
文至各社區。

2004/07/21

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四期）」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一次先
期作業協調會議。會中討論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執行要點，以確定
未來執行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之方向，並遴選出八個示範型社區，
與專業培力團隊媒合。

2004/07/23

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29 次審查會議。

2004/07/26

學習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報名截止收件。

2004/07/28

邀請工務旅遊局韓鴻恩局長及專業培力團隊代表至黃金小鎮、大坑
社區、造橋社區，舉行 2004 年苗栗縣示範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
授證、揭牌儀式。

2004/07/30

1.邀請工務旅遊局韓鴻恩局長及專業培力團隊代表至北龍社區、豐
富社區、圳頭社區、出水社區、山腳社區，舉行 2004 年苗栗縣示
範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授證、揭牌儀式。
2.造橋社區第一次座談會。

2004/07/31

繳交期中報告書。

2004/08/06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8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
2.造橋社區第二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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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13

1.北龍社區舉行第一次座談會。
2.造橋社區第三次座談會。

2004/08/20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0 次審查會議。
2.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四期）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3.陳湘媛老師於北龍社區開始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生態社區
之規畫理念與案例分析」。
4.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開始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社區規
畫師的工作」。

2004/08/21

黃麗明建築師於圳頭社區開始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認識自己
的社區」及圳頭社區第一次座談會。

2004/08/22

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造橋火車站的
規畫方向」。

2004/08/23

1.於苗栗縣政資料館二樓，舉行「九十三年度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
行計畫（第四期）人才培訓課程始業式暨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
合會」。
2.黃金小鎮第一次座談會。

2004/09/03

造橋社區第五次座談會。

2004/09/04

1. 葉麗美老師於豐富社區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基地計畫」。
2. 豐富社區舉行第一場座談會。

2004/09/06

林守仁老師於山腳社區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磚運用於建築
上視覺表現」。

2004/09/07

黃金小鎮第二次座談會。

2004/09/13

於造橋活動中心舉行 2005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
畫」說明會暨九月份社區規畫師聯誼合會，會中說明社區營造計畫
要點及進行意見交流。

2004/09/14

於北龍活動中心舉行 2005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
畫」說明會暨九月份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暨九月份社
區規畫師聯誼合會，會中說明社區營造計畫要點及進行意見交流。

2004/09/15

於公館鄉立圖書館舉行 2005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
計畫」說明會暨九月份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暨九月份
社區規畫師聯誼合會，會中說明社區營造計畫要點及進行意見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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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16

於國立苑裡高中舉行 2005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
畫」說明會暨九月份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暨九月份社
區規畫師聯誼合會，會中說明社區營造計畫要點及進行意見交流。

2004/09/17

1.陳湘媛老師於北龍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生態設計及案
例介紹」。
2.吳桂陽教授於黃金小鎮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生態博物館的
概念」。
3.造橋社區第六次座談會。

2004/09/19

黃麗明建築師於圳頭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打造生態人文
的圳頭社區」及圳頭社區第二次座談會。

2004/09/20

林守仁老師於山腳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內容分析法」
。

2004/09/22

北龍社區第二場座談會。

2004/09/24

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1 次審查會議。

2004/09/25

葉麗美老師於豐富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社區資源探索」
。

2004/09/26

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社區學習之旅─案
例參訪」。

2004/09/29

山線地區（苗栗）基礎核心課程第一堂「社區規畫師制度歷程與案
例分享」，由工務旅遊局 城鄉發展課 黃智群課長進行授課。

2004/09/30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2、33 次審查會議。
2.海線地區（通霄）基礎核心課程第一堂「社區規畫師制度歷程與
案例分享」，由工務旅遊局 城鄉發展課 黃智群課長進行授課。
3.吳桂陽教授於黃金小鎮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TRIZ 發明問題
解決理論」。

2004/10/01

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4 次審查會議。

2004/10/02

李麗雪教授於大坑社區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生態城鄉與景
觀」。

2004/10/04

林守仁教授於山腳社區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影像處理─編
織與磚的再現」。

2004/10/05

歐陽奇教授於出水社區授課，第一堂專題性課程─「環境設計入門
─觀察與溝通」。

2004/10/06

山線地區（苗栗）基礎核心課程第二堂「社區風貌改造之理論與觀
念介紹」，由逢甲大學建築系 黃文杰老師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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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07

海線地區（通霄）基礎核心課程第二堂「社區風貌改造之理論與觀
念介紹」，由逢甲大學建築系 黃文杰老師進行授課。

2004/10/08

造橋社區第七次座談會。

2004/10/13

1.山線地區（苗栗）基礎核心課程第三堂「社區風貌改造案例介紹
與報告」，由東海大學建築系 彭康健老師進行授課。
2.出水社區第一次座談會。

2004/10/14

海線地區（通霄）基礎核心課程第三堂「社區風貌改造案例介紹與
報告」，由東海大學建築系 彭康健老師進行授課。

2004/10/15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5 次審查會議。
2.葉麗美老師於豐富社區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社區空間美
學」。
3.陳湘媛老師於北龍社區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捷運系統高架
路段景觀規畫設計」。
4.北龍社區第三場座談會。
5.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第二堂專題性課程「造橋火車站的規畫
方向」。

2004/10/18

1.林守仁教授於山腳社區授課，第四堂專題性課程─「磚的世界」。
2.吳桂陽教授於黃金小鎮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全面品質管理」

2004/10/19

歐陽奇教授於出水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環境設計入門
─溝通與表達」。

2004/10/20

山線地區（苗栗）基礎核心課程第四堂「社區風貌改造推動實務」，
由苗栗社區營造中心 邱榮漢執行長進行授課。

2004/10/21

1.海線地區（通霄）基礎核心課程第四堂「社區風貌改造推動實
務」，由苗栗社區營造中心 邱榮漢執行長進行授課。
2.2004 年度【創造城鄉風貌示範計劃】第一區學習輔導中心研討會。

2004/10/22

1.2004 年度【創造城鄉風貌示範計劃】第一區學習輔導中心研討會。
2.造橋社區第八次座談會。

2004/10/23

1.李麗雪教授於大坑社區授課，第二堂專題性課程─「老照片說故
事＆社區地標」。
2.豐富社區第二次座談會。

2004/10/26

歐陽奇教授於出水社區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環境設計入門
─表達與分析」。

2004/10/29

1.於縣政資料館舉行十月份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由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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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局 韓鴻恩局長親自主持。
2.陳湘媛老師於北龍社區授課，第四堂專題性課程「閒置空間再利
用」。
北龍社區第四次座談會。
3. 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第三堂專題性課程「鄉土詩在社區規
畫的運用」。
2004/11/01

山腳社區第二次座談會。

2004/11/06

李麗雪教授於大坑社區授課，第三堂專題性課程─「地景繪畫創
作」。

2004/11/08

出水社區第二次座談會。

2004/11/11

黃金小鎮第三次座談會。

2004/11/15

出水社區第三次座談會。

2004/11/19

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第四堂專題性課程「社區規畫中社區發展
協會之操作重點」。

2004/11/21

李麗雪教授於大坑社區授課，第四堂專題性課程─「社區地圖發表
會」。

2004/11/22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九次專案小組審查
會議。
2.山腳社區第三場座談會。

2004/11/25

黃金小鎮第四次座談會。

2004/11/26

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社區第五堂專題性課程「造橋社區規畫啟動的
構想」。

2004/11/29

吳桂陽教授於黃金小鎮授課，第四堂專題性課程「全面品質管理」
。

2004/11/30

繳交期末報告書。

2004/12/06

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十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

2004/12/16

於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城鄉風貌在苗栗「第四屆苗栗縣城鄉
風貌改造成果研習會暨跨縣市交流活動」。

2004/12/17

於宜蘭舉辦，城鄉風貌在苗栗「第四屆苗栗縣城鄉風貌改造成果研
習會暨跨縣市交流活動」。

2004/12/18

於宜蘭舉辦，城鄉風貌在苗栗「第四屆苗栗縣城鄉風貌改造成果研
習會暨跨縣市交流活動」。

2004/12/28

1.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第 36 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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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四期）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2005/01/10

於苗栗縣社區大學苗栗縣甲申年歲末聯誼會

2005/01/31

完成成果報告書

2005 年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五期）大事記
日期
2005/03/23

大事記內容
參與苗栗縣政府工務旅遊局「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並落實創造台
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之公開評選會議，由國立聯合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承辦「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五期）」
，以延續前
四年「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制度」。

2005/04/08

本專案管理中心與苗栗縣政府完成簽約。

2005/04/17

社區營造中心與社區規畫師專案管理中心於文化局聯合舉辦開學
典禮暨社區規畫師人才培訓課程說明會。

2005/04/30

專業培力團隊邀請報名截止。

2005/05/04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3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05/05/04

於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五期）」委託專
業服務案第一次先期作業協調會議。會中討論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
執行要點，以確定未來執行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之方向，以及修訂
「2005 年成熟型、進階型及起步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徵選辦法。

2005/05/06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39 次審查會議。

2005/05/10

2005 年苗栗縣「成熟型、進階型及起步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開
始徵選。

2005/05/11

2005 年苗栗縣「成熟型、進階型及起步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徵
選要點發文至各社區。

2005/05/13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4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05/05/24

2005 年苗栗縣「成熟型、進階型及起步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報
名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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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5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5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005/06/01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成熟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與「專業
培力團隊」媒合會議，從 13 個參加甄選的社區，遴選出八個成熟
型社區。

2005/06/07

於國立聯合大學行政大樓五樓辦理 2005 年「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
行計畫（第五期）」人才培訓課程始業式暨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
誼會，說明培力課程運作方式。

2005/06/13

邀請工務旅遊局韓鴻恩局長及專業培力團隊代表至雙湖社區、舊社
社區、中龍社區、豐富社區、平興社區、大同社區，舉行 2005 年
苗栗縣成熟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授證、揭牌儀式。

2005/06/14

邀請工務旅遊局韓鴻恩局長及專業培力團隊代表至鳴鳳社區、西村
社區，舉行 2005 年苗栗縣成熟型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授證、揭牌
儀式。

2005/06/28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40、41 次審查會議。

2005/06/30

完成本年度培力課程規畫及繳交期中報告書。

2005/07/03

基礎課程暨實例參訪，第一梯次第一週於明德水庫上課

2005/07/10

基礎課程暨實例參訪，第二梯次第一週於明德水庫上課

2005/07/16

基礎課程暨實例參訪，第一梯次第二週於通霄白西社區、苑裡出
水、山腳社區上課

2005/07/23

基礎課程暨實例參訪，第二梯次第二週於通霄白西社區、苑裡出
水、山腳社區上課

2005/07/29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42 次審查會議。「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五期）」期中審查。

2005/08/02

專題性課程─『認識自己的社區』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湖社區
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09

專題性課程─『天南地北話南庄』陳運棟前國代於南庄鄉民眾服務
站 2 樓上課
專題性課程─『社區義工組織與團隊經營』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
雙湖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11

專題性課程─『打造茅草屋藍圖』蔡崇和建築師於後龍鎮豐富社區
活動中心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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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5

專題性課程─『生活模式與社區動力』歐陽奇教授於後龍鎮中龍社
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18

專題性課程─『看！我們的家園』吳桂陽教授於苗栗市大同社區活
動中心上課

2005/08/19

專題性課程─『客家文化、社區規畫與中央政策』江志文技正於造
橋鄉平興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專題性課程─『山水社區客家情』胡清明建築師於頭屋鄉鳴鳳社區
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20


專題性課程─『兒童夏令營－培養愛鄉義工』張仲良建築師及平興
社區發展協會於造橋鄉平興村舉行

2005/08/21
2005/08/22

專題性課程─『社區地圖製作之分析』吳桂陽教授於苗栗市大同社
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23

專題性課程─『社區的模樣/社區地圖』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
湖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25

專題性課程─『盆花與吊籃之花卉種植與店面之美化』
翁美珍理事長於南庄鄉西村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專題性課程─『土地公廟環境改造類似案例分析』彭康健教授於舊
社社區活動中心

2005/08/26

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於苗栗縣政資料館舉行
「社區資源調查報告暨社區地圖」審查
專題性課程─『故鄉規畫案例分享』張仲良建築師於造橋鄉平興社
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8/30

專案管理中心發文給 18 鄉鎮公所及輔導社區，
「第二屆苗栗縣示範
績優社區大獎評選辦法」公佈，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專題性課程─『社區導覽技巧』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湖社區活
動中心上課

2005/08/31

專題性課程─『示範土埆製作教學活動』聘請傳統工匠於後龍鎮豐
富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01

專題性課程─『閒置空間調查與測繪報告』彭康健教授於舊社社區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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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2

專題性課程─『風景區的規畫與設計』鍾年誼建築師於南庄鄉西村
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06

專題性課程─『社區美學與空間營造』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湖
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08

專題性課程─『就是要你解決問題-社區問題之探討』吳桂陽教授
於苗栗市大同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09

專題性課程─『成立社區志工隊自力建家園』胡清明建築師於頭屋
鄉鳴鳳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13

專題性課程─『社區活動策劃與舉辦』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湖
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16

專題性課程─『社區交流、觀摩』蔡崇和建築師於後龍鎮豐富社區
活動中心上課
專題性課程─『老街再造案例觀賞』鍾年誼建築師於南庄鄉西村社
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17

專題性課程─『生態社區規畫』林妝鴻老師於後龍鎮中龍社區活動
中心

2005/09/20

專題性課程─『社區動力遊戲與工作坊』潘榮傑建築師於三義鄉雙
湖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21

專題性課程─『社區規畫設計準則』梁漢溪教授後龍鎮中龍社區活
動中心

2005/09/23

專題性課程─『落實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之具體實踐』胡清明建築師
於頭屋鄉鳴鳳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24

專題性課程─『閒置空間與文化創意』歐陽奇教授後龍鎮中龍社區
活動中心

2005/09/26

「第二屆苗栗縣示範績優社區大獎評選」報名截止收件
專題性課程─『苗栗縣社區之規畫經驗與案例分析、高鐵特定區對
社區發展的影響』蔡崇和建築師於後龍鎮豐富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2005/09/29

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聯誼（合）會，於苗栗縣府中庭舉行「第
二屆苗栗縣示範績優社區大獎評選暨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期末評
鑑」審查

2005/09/30

繳交期末報告書

2005/10/25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7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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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8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43 次審查會議。
「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第五期）」期末審查。

2005/11/13

舉辦 2005 城鄉風貌在苗栗：社區再造踏查與巡禮。

2005/11/14

舉辦 2005 城鄉風貌在苗栗：經驗交流研習會與社區再造靜態成果
展示。

2005/11/18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44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2005/12/01

於苗栗縣工務旅遊局召開「苗栗縣創造台灣城鄉風貌推動小組」第
18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2005/12/31

完成執行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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