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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區環境簡介：
溪洲社區位於臺中市神岡區溪洲里，古名「溪底」，原係古大甲溪沖積扇，溪洲
里東以中山高速公路與神洲里相鄰，西以高速鐵路與圳前里相鄰，南以光啟路與
庄後里相鄰，北與大甲溪與后里區相鄰，由於國道四號與國道一號在此交會，是
一個交通便利發達的社區。
另外溪洲社區有個從以前留到現在的天然堤防，堤防上有居民所自行開闢出來的
一條小路稱為「暗崎」，而這條小路也是以前往市區必經小徑，至今還保留著原
貌，可見溪洲社區對於這個回憶是非常珍惜的，而社區的水力資源來自於灌溉溝
圳，軟埤溪更是橫穿整個社區，讓社區資源豐富的主要灌溉水路之一。
2.產業活力的展現：
溪洲社區早期為農村型社區，居民多半以務農為主，主要為一級產業為主，水稻
與馬鈴薯、香水百合是社區主要的農作，現代人注重養身，因此玉米、地瓜、花
生、芋頭也是社區重要的雜糧種植，直到民國99年開始接觸到水保局的培根計
畫、農村再生計畫慢慢地轉型發展出社區產業，包括：編織籃、環保帽、豆腐
乳、中國結等社區產業，目前社區也開始研發結合在地產物的新產業，如，香水
百合、火龍果及馬鈴薯研發之延伸產品，未來也將以社區居民參與、青年招攬以
及擴大參與，讓社區產業慢慢朝向企業化經營。
3.產業永續性：
目前社區正積極將產業與在地農民做結合與收購，開發福利菜園，由社區居民、
志工栽種，提供社區關懷據點的蔬食，並利用農民栽種的農作物作為社區產物的
原物料，而目前已積極與亞洲大學合作研發社區產業，而未來產品上市後也將往
產業企業化經營模式，規劃招攬社區青年來擔任行銷推廣之工作，之後也將部分
營收回饋於青年工作加給，另外也將部分營收回饋於社區，讓社區做為社區建設
經費之一。
4.生活空間與環境特色營造：
社區近年來透過許多計劃書的提案是為了能夠將社區的在地化及特色展現出來，
例如，推動輔導的社區營造，自民國100年開始辦理社區資源調查，發現社區有
26座土地公及多條古道小路(如牛屎崎、暗崎、仁義崎、壟溝崎冷泉，是年輕人
探幽尋覓的小景點)，近兩年更推展稻草文化系列，如手工割稻、紮草、勤稻草
垺、作稻草人，辦理地景裝置藝術、參與文化局的-溪洲地景藝術稻香情，這次
活動運用社區的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大作品，我們利用稻草及傳統的草編編竹法
完成了一大一小的長毛象及稻草人，至於為什麼要做長毛象也是因為溪洲社區有
一位文化達人-王鎮炎先生，他於98年在大甲溪流域發現乳齒象的化石，並請各
方專家研究化石的正確性，而藉由這個化石的契由，於是將長毛象定為這次活動
的主題，溪洲的稻草文化與地景裝置藝術及倒吊米，也成為105年新社花海豐收
館重要的景觀，深獲遊客好評。
5.社區組織與活力：
溪洲社區目前共有21個班隊，每個班隊皆有各自活躍的成員以及隊長，他們會自
行規劃活動也會與社區活動作結合，例如，登山隊，基本上每周末皆會辦理登山
活動、家政班會於結合節慶並與社區結合並製作產品讓社區做販售，另外社區幹
部及會員也會定期舉辦會議，而社區最大的功臣莫過於志工隊、守護社區安全的
守望相助隊、打掃社區環境的環保志工隊、文化保存與地景藝術創作文化志工隊
及關懷長輩的愛心關懷志工隊，而目前社區設有身障關懷據點、社區關懷據點、
預防延緩失能，所以如果沒有這些志工們的協助，光靠幹部根本不可能成立，所

以志工們是我們社區最大的功臣之一，也因為有這些志工們的協助，我們才能在
社區營造點上能夠一年比一年成長以及進步，所以我們溪洲社區是整個社區居民
大家一起努力，未來將擴大社區營造，並招募更多會員以及社區志工們，讓溪洲
社區能成為永遠的亮點社區。
6.文化保存與活化：
社區簡介
溪洲社區開始從農業農村慢慢的進化成工業型農村，但是溪洲社區的老長輩們還
是保留著部分回憶，如每年農曆正月初三迎媽祖繞村的宗教活動、紀念光緒26年
(西元1900年)下溪洲三村牛瘟事件，對於農耕影響甚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文
化傳承。甚至也將以前農業時代所用的農用工具、或是農村地方技藝傳承，並將
他珍惜的保存下來，社區休憩公園的竹編小巨蛋及編織稻草人是由地方耆老王
鋕、陳樹全老先生教導，並由社區文化志工隊們共同完成的文化藝術作品，溪洲
社區也積極與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中將這些美好的回憶保留下來，如位於軟埤
溪南岸的古亭笨穀倉小公園，傳承了古人的智慧、技藝創作，提供了社區休閒的
空間，並且為了因應未來107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推動，我們也正積極打造
一個振昌農具文物館，並結合在地的旅遊線，讓外地人或是國際人士都可以認識
溪洲社區這個好地方。
109年從志工中訓練一批專業有證照的導覽人員，當外地遊客觀摩時以更專業形
象來介紹社區的文化特色及特殊景物，尤其是土地公文化故事更是值得來瞭解。
7.青年參與：
為了留住在地人才，以及運用年輕人的創造力讓社區未來的發展能夠
更加完善以及更加多元化，溪洲社區自104年至105年向水保局-農
村再生計劃裡申請了回鄉青年，並且為了讓青年能夠發揮更大的創造
力，社區目前採用鼓勵青年參與各種計畫，並從中找出適合溪洲社區
的發展，讓青年能把溪洲社區最具特色的東西展現出來，未來也將多
找出適合的人選，包含在地的新住民或是有專業背景的在地青年來為
社區做更完善的建設或是社區發展。
110年透過水保局青年回留計畫研發出火龍果的副產品，包括果乾、果醬、果花
料理包、冰棒及饅頭等，並創造出社區產品品牌:「溪友良品」、主要推廣以友
善栽種方式的農產品。
8.農業生物多樣性的維持：
溪洲社區是個農村型社區，所以生態方面社區居民還是盡可能保留其文化，如溪
洲社區的信仰-土地公(溪洲社區共有26座土地公廟)、保護白鷺鷥，牠是生態環
保的指標，營造賞心悅目的生活空間、大甲溪流域之化石等豐富文化資源，這都
是溪洲社區的特色，也為了延續這些特色，105年度由水土保持局協助辦理的僱
工購料-軟埤溪空間改善計畫，與傳統穀倉作結合，建設了一個適合溪洲居民遊
戲休閒的小公園，109年都發局計畫完成軟埤農園，包括綠色廊道、友善果園及
菜園。
9.生態資源保育、教育與特色發展：
我們對於溪洲的環境、生態保存及文化保存非常重視，平時也會利用易服社會勞
動人員服務時間作社區附近的水溝、圳溝及閒置地等雜亂地作打掃除草之工作，
而溪洲社區本身也有成立環保志工隊多年(每年皆獲得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優等
獎，105年更榮獲特優獎)，主要是針對社區周遭環境清潔，也會固定每月一次社
區巡禮清潔，這個習慣已經好幾年了，有時候周遭居民看到志工隊辛苦的打掃也
會主動幫忙，這樣不僅能讓社區環境更加乾淨，也能增進大家的情感交流，未來
想要跟周遭學校或企業合作，讓環境清潔的活動加入更多人力，不僅能有教育意
義也能讓整個溪洲的居民更加深感情。
10.友善耕作的程度：
在幾年前社區對於環境的清潔和居民已經有所共識，所以當我們看到雜亂空間或
是閒置地，我們都會與地主溝通，讓他把閒置地給我們協會作整理，而我們就會
評估土質以及水源來作適合栽種的蔬果或是再次利用，目前社區有規劃開心農
場，主要是栽種蔬菜類，而這些蔬菜成熟時也是我們關懷據點長輩們的快樂午
餐，當然，我們以天然的方式栽種，一方面是對長輩飲食的健康把關，一方面也
是為了土地的環境作保護，由這些小地方作起，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大家一起努
力經營的成果。
開會日期：111年03月19日
最近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核備日期：111年03月31日
文號：中市社團字第1110044596號
每年應召開理事會 2 次、監事會 2 次
理事會及監事會召
111年 召開理事會 0 次、監事會 0 次、理監事聯席會 1 次
開情形
110年 召開理事會 0 次、監事會 0 次、理監事聯席會 2 次
年度決算金額 110年度：總收入 5,489,686 元，總支出 4,822,700 元，餘絀 297,140 元

年度預算金額

111年度：總收入 5,350,000 元，總支出 5,315,000 元，餘絀 35,000 元

理事數

共 15 人
男 12 人、 女 3 人

監事數

會員數

共 160 人
男 117 人 女 43 人

專職人力

長壽俱樂部

共5人
男4人、 女1人
會計 1 人
出納 1 人
社工 0 人
其他 1 人

1隊
名稱:長青會，男53人、女60人
社區成長教室
16班
名稱:槌球隊，男10人、女10人
名稱:鉄馬隊員，男38人、女21人
名稱:活力登山隊，男77人、女72人
名稱:防癌宇宙操班，男2人、女22人
名稱:外丹功班，男0人、女16人
名稱:家政班，男0人、女40人
名稱:高齡生活改善班，男3人、女40人
名稱:土風舞班，男0人、女21人
名稱:卡拉OK日語班，男5人、女9人
名稱:歌唱班，男30人、女49人
名稱:插花班，男0人、女23人
項下組織
名稱:瑜伽有氧班，男0人、女60人
名稱:石雕班，男10人、女4人
名稱:茶藝班，男10人、女33人
名稱:書法班，男3人、女6人
名稱:薩克斯風班，男32人、女11人
社區守望相助
1班
名稱:社區守望相助隊，男54人、女00人
社區民俗藝文康樂班
無
志工隊
4班
名稱:環保志工隊，男21人、女79人
名稱:文化志工隊，男21人、女59人
名稱:愛心關懷志工，男6人、女16人
名稱:防汛志工，男4人、女4人
其他
無
是否設置圖書室 有，地址：臺中市神岡區溪洲里豐洲路1076號
是否設置老人據點 有 服務人數 30 人
是否設置身障據點 有 服務人數 15 人
近二年執行計畫 年度
補助機關
計畫名稱
申請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衛生福利部推展社 社區意識凝聚活動-成長學
衛生福利部社會
110
會福利補助作業要 習-藝童FUN暑假 手作樂趣
15,000
救助及社工司
點-社區發展類
多
110年擴大社會安全網聯合
衛生福利部推展社
社區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
衛生福利部社會 會福利補助作業要
110
畫－婦幼青銀、互利共生
635,023
救助及社工司 點-福利社區化旗艦
－福 利社區發展與培力計
型計畫
畫
* 為確保本表資料正確性，請各社區於 申請社會局各項補助 及 報送會議紀錄 時檢附１份，並勾選
下列資料
□無異動資料
□有異動資料（請列印後，手動書寫正確資料)
填報人：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