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臺大實驗林歷年社區林業計畫補(捐)助案件概況表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99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廣興社區生態導航員

教育訓練及社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 

99.03.01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清水社區環境資源調查 

99.03.03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人力組訓與環境資源調查執行計畫 

99.03.01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愛國社區發

展協會 

愛國社區老樹調查暨登山步道維護

及社區綠美化計畫 

99.03.02 

148,798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節能減碳護家園 

99.03.01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營造與山林快樂依存綠色部落 

99.03.03 

132,231 

100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廣興社區文化、生態

研究工作坊暨種子教師培育計畫 

100.01.14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清水社區第二階段環境資源調查 

100.01.19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特有自然資源維護觀測紀錄 

100.01.19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玉峰社區野溪自然資源調查 

100.01.19 

146,003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永興社區林業-蝶類生態復育及棲

地營造執行計畫 

100.01.19 

144,924 

南投縣信義鄉愛國社區發

展協會 

愛國社區民俗應用植物調查暨登山

步道巡護及社區綠美化計畫 

100.01.19 

146,4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用愛包圍森林-舒適美好未來 

100.01.26 

147,688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營造「原」色的望鄉部落 

100.01.26 

147,820 

南投縣古路馬哈生態文化

教育協會 

東埔村布農族歷史遷移路線建置及

部落田野調查員培訓 

100.01.26 

139,800 

101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及

場所認證推動暨社區小小解說員初

階班培育計畫 

101.04.02 

146,904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清水社區石頭田濕地暨無尾田螺復

育 

101.04.03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河

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 

鹿谷鄉清水溝溪中上游溪流生態調

查 

101.04.03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社區發

展協會 

瑞田社區文化、生態資源小小調查

員培育暨社區工作坊建置計畫 

101.04.02 

149,200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玉峰社區環境生態自然資源調查 

101.04.02 

149,260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永興社區林業-「環保情森特色產

業民俗技藝培訓計畫」 

101.04.02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羅娜社區林業「留下文化生命搖

籃」 

101.04.30 

148,199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阿里不動溪流域山林巡護計畫 

101.05.10 

138,287 

102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及

場所認證推動暨社區解說員、小小

解說員培育計畫 

102.02.01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清水社區石頭田濕地維護及景觀營

造 

102.02.01 

15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河

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 

鹿谷鄉清水溝溪第二階段溪流生態

調查 

102.02.01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社區發

展協會 
林蔭森呼吸‧樂活賞茶趣 

102.02.01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隆田觀光發

展協會 
八通關古道歷史遺跡調查 

102.02.01 

147,413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玉峰社區環境生態自然資源調查 

102.01.31 

149,960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永興社區林業-「環保情森特色產

業進階培訓計畫」 

102.01.31 

148,02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愛護森林-用心灌溉 

102.01.30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阿里不動溪流域山林巡護續航計畫 

102.01.30 

143,121 

103年度 第二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啟動車輄寮-自然教

育中心環境教育場所認證暨社區休

閒產業發展計畫 

103.03.26 

3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產業升級再造桃花源 

103.04.03 

292,230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部落山林巡護及文化生態旅遊規劃

與培力 

103.04.03 

370,367 

103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河

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 

聆聽魚讚月，笑看鳥談天-八色

鳥、白頭翁棲地保育計畫 

103.04.03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地貌安全監測培訓及綠美化執行計

畫 

103.03.26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綠與生活-永續傳承 

103.04.03 

15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104年度 第二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

展協會 

Green.導航員-啟動車輄寮-自然教

育中心環境教育場所認證暨社區休

閒產業發展計畫Ⅱ 

104.04.15 

30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產業升級再造桃花源Ⅱ 

104.04.15 

300,000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社區發

展協會 

部落山林巡護及文化生態旅遊規劃

與培力Ⅱ 

104.04.07 

278,881 

104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河

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 

清溪永碧、魚蝦常盈-水資源及生

態保育小尖兵培訓計畫 

104.04.02 

145,000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地貌安全監測培訓及綠美化執行計

畫 

104.03.24 

146,88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打造綠社-共享大自然生活 

104.04.27 

146,600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社區發

展協會 
布農傳統杵音文化傳承 

104.04.27 

150,000 

105年度 第二階段計畫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鄉清水

溝溪河川魚蝦保育區榮生

會 

師法自然營造綠色幸福與經濟典範 
105.4.6 

300,00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啟動綠社-大自然生活共融計畫 

105.4.12 

250,000 

105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社區發

展協會 
照鏡山脈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105.4.6 

148,264 

南投縣竹山鎮茶道協會 茶香竹心飄森意 
105.3.28 

15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土地資源調查及農村產業、休閒遊

憩開發計畫 

105.3.16 

120,000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社區發

展協會 
生態 

105.3.17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社區發

展協會 

大手牽小手~布農傳統技藝文化傳

承 

105.4.15 

133,320 

南投縣以斯利端邁阿尚文

化觀光產業協會 
尋找 U-bunuaz之美 

105.4.6 

125,096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營造與森林依存之快樂部落 

105.4.6 

131,600 

106年度 第二階段計畫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社區發

展協會 
永興社區林業暨農村文化發展計畫 

106.5.18 

250,000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河

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 

師法自然營造綠色幸福與經濟典範

Ⅱ 

106.4.21 

299,920 

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文化經

濟協會 
啟動綠色-大自然生活共融計畫Ⅱ 

106.4.25 

200,000 

106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社區發

展協會 

建構照鏡山下「花現．茶鄉．心幸

福」 

106.4.13 

144,299 

南投縣竹山鎮茶道協會 森意飄香食之味 
106.5.2 

150,000 

南投縣東埔蚋溪環境生態

保護協會 
東埔蚋溪沿岸生態資源調查 

106.4.14 

147,114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社區發

展協會 
生態 2 

106.5.2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

展協會 
樂動鹿谷茶鄉情 

106.5.2 

15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

生產合作社 

枝梢材、小徑木、森林副產物之 

原料資源開發暨手工藝培育計畫 

106.4.21 

147,033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社區發

展協會 
羅娜社區森林“育”教娛樂計畫 

106.4.21 

100,000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部落與森林的守門人 

106.4.21 

121,000 

南投縣阿滵弩全人發展協

會 

布農族民族植物之環境資源建立與

人力培訓 

106.4.21 

96,800 

107年度 第二階段計畫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牛轀轆

社區發展協會 

永興牛轀轆社區林業暨農村文化發

展計畫 

107.5.4 

350,000 

107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竹山鎮茶道協會 推動蝴蝶生態有機茶園計畫 
107.4.18 

140,000 

南投縣東埔蚋溪環境生態

保護協會 
東埔蚋溪沿岸生態資源調查 2 

107.4.11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社區發

展協會 
生態 3 

107.4.18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

展協會 

鳳凰自然教育園區森林旅人療育生

活美學 

107.4.19 

80,000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社區發

展協會 

瑞田社區原生物種復育暨小小解說

員培訓計畫 

107.4.18 

150,000 

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

生產合作社 

手作森林‧機動教室—森林環境教

育深耕推廣計畫 

107.4.18 

140,000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發

展協會 

「找尋心靈之森」大自然體驗工作

坊 

107.5.09 

140,000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社區發

展協會 
羅娜林業找「亮點」 

107.4.11 

14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愛護森林珍惜家園 

107.4.11 

146,980 

南投縣阿滵弩全人發展協

會 
布農族網袋編織工藝 

107.4.11 

140,000 

108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東埔蚋溪環境生態

保護協會 

東埔蚋溪沿岸生態資源調查與建置

3 

108.02.26 

150,000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

展協會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精彩人生(小手

牽大手)計畫 

108.02.27 

76,310 

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

農業促進會 
整治鹿谷鄉麒麟潭大作戰 

108.02.26 

131,030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社區發

展協會 

瑞田社區自然及傳統資源開發與推

廣計畫(一) 

108.03.06 

150,000 

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

生產合作社 

創造里山倡議經濟效益--瑞田、玉

峰、永興山村社區遊程推展 

108.03.08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發

展協會 

大自然工作坊-美槑校園、永續上

安 

108.03.15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山村振興推廣計畫-找尋龜仔頭的

里山價值 

108.03.08 

140,000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社區發

展協會 
羅娜森林之聲 

108.02.26 

138,800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保護原林與共享資源 

108.03.13 

145,500 

南投縣阿滵弩全人發展協

會 
原住民傳統弓箭製作工藝 

108.03.15 

150,000 

109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山村振興推廣計畫-龜仔頭的里山風

情 

109.03.03 

14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展

協會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手作步道與鹿谷采

風實施計畫 

109.03.13 

85,260 

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

生產合作社 
里山概念山村旅遊發展計畫 

109.03.11 

132,320 

社團法人南投縣休憩農園

產業促進會 
茶鄉森食林育木樂愛幸福 

109.03.19 

79,661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發

展協會 
美槑傳承*愛在上安 

109.03.04 

148,610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社區發

展協會 
資源調查求延續，共創秀峰新願景 

109.03.13 

100,000 

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農

業促進會 
造林有酵力，麒麟潭更美麗 

109.03.03 

140,000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社區發

展協會 

神木林道-生態資源調查、維護及綠

美化執行計畫 

109.03.12 

128,440 

南投縣阿滵弩全人發展協

會 
原住民傳統竹弓箭製作工藝 

109.03.04 

150,000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社區發

展協會 
羅娜森林之聲 2.0 

109.03.06 

148,000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創新原林資源的整體利用 

109.03.06 

140,000 

南投縣竹生活文化促進協

會 
藝起漫遊~富竹人生~ 

109.03.03 

137,500 

南投縣竹山鎮茶道協會 鳳麓茶園螢火蟲生態調查計畫 
109.02.18 

140,000 

南投縣東埔蚋溪環境生態

保護協會 
東埔蚋溪沿岸生態資源調查與建置 4 

109.03.03 

150,000 

110年度 第一階段計畫 

南投縣東埔蚋溪環境生態

保護協會 
東埔蚋溪沿岸生態與自然創客行動 

110.03.25 

150,000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發

展協會 
上安真槑森林樂活 

110.04.07 

150,000 



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 
核定日期 

金額(元) 

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

生產合作社 
里山生活導覽服務志工培訓計畫 

110.03.25 

140,000 

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

農業促進會 
營造麒麟潭酵素工廠的魅力 

110.04.07 

122,000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社區合作社 
在地共榮．以啟山林 

110.03.25 

131,600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社區發

展協會 

山村振興推廣計畫-友善龜仔頭的

里山價值 

110.03.31 

130,000 

社團法人南投縣休憩農園

產業促進會 
森林食園、幸福茶鄉 

110.04.15 

129,120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社區發

展協會 
資源調查求延續，共創秀峰新願景 2 

110.03.31 

130,000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社區發

展協會 

神木社區林業-「神木林道 2.0-田野

文化調查及維護、導覽旅行執行計

畫」 

110.03.23 

121,916 

南投縣竹生活文化促進協

會 
尋竹探藝-匠心傳承竹藝時光 

110.03.25 

150,000 

南投縣竹山鎮茶道協會 茶藝飄揚螢飛舞計畫 
110.03.25 

140,000 

社團法人南投縣觀光品牌

推廣協會 

南投縣水里鄉食農生態旅遊推廣計

畫 

110.04.07 

150,000 

南投縣竹山鎮中崎社區發

展協會 
山中傳崎自然生態資源調查 

110.04.06 

139,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