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編號 提案名稱 提案形式 申請人 審查結果 備註

XQY-0002 美好社區生活 個人提案 張○翔 不合格 提案審查資料缺件

XQY-0004 地方文化再生與在地行旅 個人提案 馬○妤 合格

XQY-0005 巴島泡 Pak-tâu PHO 個人提案 饒○驎 合格

XQY-0006 智慧生活農業創新提案 個人提案 簡○紘 合格

XQY-0007 健康知多少 個人提案 陳○慈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XQY-0008 瑜伽養生計畫 個人提案 王○霈 合格

XQY-0009 環遊世界吃午茶 個人提案 曾○鴻 合格

XQY-0010 奇岩手作織品計畫 個人提案 李○煌 合格

XQY-0011 邁入東海岸 個人提案 孫○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12 打開奇岩話匣子 個人提案 白○嶸 合格

XQY-0014 江湖在走，法律要懂--法律專題講座計畫 個人提案 李○坊 合格

XQY-0015 奇岩共樂活 個人提案 詹○蕙 合格

XQY-0016 閒履奇岩－定向越野運動 個人提案 徐○逸 合格

XQY-0021 新奇岩社宅在地醫療服務社區化計畫 個人提案 李○蓉 合格

XQY-0022 薯餅媽媽說故事共讀計畫 個人提案 吳○平 合格

XQY-0023 植療生活 扎根奇岩地氣 個人提案 郭○瑄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24 社區經營 個人提案 沈○柔 不合格 提案審查資料缺件

XQY-0025 親子共樂 個人提案 杜○賓 合格

XQY-0026 玩具總動員之兒童二手市集計畫 個人提案 吳○怡 合格

XQY-0027 原住民編織飾品製作 個人提案 吳○翎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29 衣∞髯美好 共同提案 吳○華 合格

XQY-0030 奇岩社區教學點計劃 個人提案 丁○壬 合格

XQY-0032 玩樂旅堂- 文X旅X樂曲 個人提案 陳○彬 合格

XQY-0033 社宅經濟1.0 個人提案 劉○菘 合格

XQY-0034 在地原住民文化推廣 個人提案 吳○妤 合格

XQY-0035 大手拉小手創新回饋計畫 個人提案 黃○茵 合格

XQY-0037 植物果樹來我家吧！ 個人提案 汪○堅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XQY-0038 新奇岩歌唱班 個人提案 吳○婷 合格

XQY-0041 群心新宿 個人提案 王○雅 合格

XQY-0042 「牽拰ㄟ手~親子作伙來」共學計畫 個人提案 林○均 合格

XQY-0043 英文奇遇‧岩之有物-社區親子雙語共讀計畫 個人提案 鄭○廷 合格

XQY-0045 音樂環繞計畫 個人提案 胡○銘 合格

XQY-0046 計畫書-日常廚房_2房1戶 個人提案 蔡○芳 合格

XQY-0047 新奇岩志工團及奇幻萬聖節計畫 個人提案 許○靈 合格

XQY-0048 彩妝師讓社區美得更自然 個人提案 謝○鑫 合格

XQY-0050 飛出界限，鏢出新體驗 個人提案 侯○旋 合格

XQY-0052 智者醫療照護健康計畫-2人1戶 共同提案 褚○諭 合格

XQY-0053 社區人際交流，北投學社區大學合作 個人提案 陳○姿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54 樂宿巴島Beitou-2人1戶 個人提案 陳○玟 合格

XQY-0055 奇岩 i Connect 個人提案 陳○蓉 合格

XQY-0057 共享樂齡生活四季交響樂章 個人提案 楊○雯 合格

XQY-0058 泛黃記憶新生命 – 藝文融合銀幼質感生活 個人提案 張○怡 合格

XQY-0059 藝起玩創意 個人提案 吳○嵐 合格

XQY-0060 親子共好，北投自動好 共同提案 王○菱 合格

XQY-0061 藝鄉人計畫-２人２戶 共同提案 方○圍 合格

XQY-0062 家庭親密友好Spa芳療教學 個人提案 張○芬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63 新奇岩奇緣 個人提案 彭○ 合格

XQY-0064 全人健康管理-打造樂活優質健康社區計畫 個人提案 陳○惠 合格

XQY-0065 北投新奇岩社宅の住民消息通-1人1戶 個人提案 楊○蕾 合格

XQY-0066 攝癮會計畫 個人提案 林○旭 合格

XQY-0067 心的料理生活 個人提案 吳○親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XQY-0068 樂跑新奇岩~㇐雙跑鞋 漫步新奇岩 個人提案 李○妮 合格

XQY-0069 甜點創業計畫 個人提案 鄭○辰 合格

XQY-0071 老人共餐抽獎計畫—2人㇐戶 個人提案 涂○甄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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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QY-0072 樂宅奇中 個人提案 劉○恒 合格

XQY-0073 逍遙自瑜，社宅為伽 個人提案 許○宜 合格

XQY-0074 創生新奇計畫 個人提案 顏○如 合格

XQY-0075 綠循環・真時尚 個人提案 黃○珊 合格

XQY-0077 沒有人是㇐座孤島 個人提案 曾○慧 合格

XQY-0078 iPharma愛法瑪奇岩是我家 共同提案 曾○志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79 手拉手惜物市集 共同提案 黃○鈺 合格

XQY-0081 北投小奇幣-社區共享平台與社區鍊計畫 個人提案 劉○甫 合格

XQY-0082 在社宅桌下來 個人提案 林○瑩 合格

XQY-0084 休閒樂活 生態走讀 打造健康新奇岩 個人提案 吳○翰 合格

XQY-0085 健康醫訊分享平台 個人提案 彭○薇 合格

XQY-0086 運動即良藥-攜「老」護「幼」揪健康 共同提案 陳○瑋 合格

XQY-0088 如果「家」有㇐個形象， 應該是什麼樣子？ 個人提案 潘○沄 合格

XQY-0089 週末？weekend do it 個人提案 曾○純 合格

XQY-0092 新奇岩社區Podcast計畫 個人提案 羅○瑋 合格

XQY-0093 IT資訊科技結合生活計畫 個人提案 謝○玲 合格

XQY-0094 活力北投，健康Battle! 個人提案 郭○宏 合格

XQY-0098 安居樂藝-美感社區共創計畫 個人提案 黃○陞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099 在程式中，我們㇐起動㇐動! 共同提案 朱○東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100 傳遞事務樂齡講堂 個人提案 陳○賢 合格

XQY-0101 New Home New Life 個人提案 何○婷 合格

XQY-0102 繽紛快樂島:闔家歡樂的親子時光 個人提案 紀○宏 合格

XQY-0103 讓愛不抽筋讀書會 個人提案 張○仁 合格

XQY-0104 奇芯頂農 個人提案 陳○穎 合格

XQY-0105 毛營養計畫 個人提案 李○珊 合格

XQY-0106 護衛佳釀齊新奇岩 個人提案 甘○惠 合格

XQY-0109 用藥安全大家㇐起來 個人提案 陳○中 合格

XQY-0112 ㇐杯咖啡時間，跟你聊㇐下奇岩 個人提案 陳○廷 合格

XQY-0114 拍照玩北投青創計畫 個人提案 蔡○志 合格

XQY-0116 時兼幣計畫 個人提案 黃○偉 合格

XQY-0117 社區公告欄 個人提案 汪○憲 合格

XQY-0118 奇岩家常菜 個人提案 伍○ 合格

XQY-0119 香氛生活教學計畫 個人提案 林○鳳 合格

XQY-0120 北投慢慢走 個人提案 陳○儒 合格

XQY-0122 昕咖哩 個人提案 莊○錢 合格

XQY-0123 希望共好社區關懷友善互助方案 個人提案 林○翔 合格

XQY-0124 樂齡好運在奇岩 共同提案 陳○輝 合格

XQY-0125 你丟我撿、愛物分享 個人提案 邱○晴 合格

XQY-0126 生活．建築記憶 個人提案 魏○捷 合格

XQY-0127 Play Together 個人提案 紀○妮 合格

XQY-0128 友善食農_住進奇岩 個人提案 蘇○帆 合格

XQY-0129 新奇岩社農播愛計劃 個人提案 黃○雲 合格

XQY-0130 運動健康&教育 個人提案 朱○臻 合格

XQY-0131 護住你和我 個人提案 周○芊 合格

XQY-0132 豐富醫療資源 個人提案 張○倪 不合格 提案審查資料缺件

XQY-0133 為生活加分 個人提案 藍○哲 合格

XQY-0134 希望透過進入社會住宅，帶動社區連結 個人提案 游○姸 合格

XQY-0136 藝饗快遞到你家 個人提案 陳○吟 合格

XQY-0137 樂齡擊時行樂計畫 個人提案 王○娟 合格

XQY-0138 周邊鏈結--老幼族群的社會關懷 共同提案 王○華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139 奇岩社區美綠化計畫2人1戶 個人提案 楊○穎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XQY-0140 新奇岩新氣象社區營造計畫 個人提案 王○竣 合格

XQY-0141 青銀小學堂 個人提案 施○豪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XQY-0142 足尖漫舞芭蕾夢計畫 個人提案 蔡○涵 合格

XQY-0143 水上安全游泳救生 個人提案 鄭○玲 合格

XQY-0144 老幼關懷慈善義剪企劃 個人提案 林○敬 合格

XQY-0145 食在奇岩 呷飽沒 個人提案 張○忻 合格



XQY-0147 新奇岩藝術閱讀空間創作計畫 個人提案 吳○萱 合格

XQY-0148 新奇岩社宅/心體驗生活 個人提案 姜○儀 合格

XQY-0149 身心療癒新奇岩 個人提案 張○蓁 合格

XQY-0150 護理足療，護您健康計畫–1人1戶 個人提案 簡○傑 合格

XQY-0151 喜樂詩歌花園-2人1戶 個人提案 高○傑 合格

XQY-0152 你的舊愛 我的新歡 (贈物換物市集) 個人提案 胡○如 合格

XQY-0153 老少幼的新創火花 個人提案 謝○軒 合格

XQY-0154 高齡智慧法律工作坊 個人提案 謝○頴 合格

XQY-0155 新奇岩  心生活學堂 個人提案 黃○萱 合格

XQY-0156 老有所學，幼有所⾧ 個人提案 陳○穎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