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編號 提案名稱 提案形式 申請人 審查結果 備註
SHPC-GC-0001 現有機車動產閒置活化 個人提案 林○堯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003 手感溫度的美好 個人提案 張○涵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004 生活、工作、法律相談所 個人提案 游○霖 合格
SHPC-GC-0005 心智翻轉，廣博又慈愛♥ 個人提案 李○瑩 合格
SHPC-GC-0006 .. 個人提案 林○璂 不合格 提案審查資料缺件
SHPC-GC-0008 我們的樂活地圖X廣慈博愛社宅 個人提案 湯○琳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009 與山同樂吧！ 個人提案 黃○傑 合格
SHPC-GC-0011 瑜悅樂活伽勉身心~㇐起為忙碌的身心靈充電 個人提案 蔡○璇 合格
SHPC-GC-0012 與毛小孩的相處之道，毛孩們的住宅新生活 個人提案 李○文 合格
SHPC-GC-0013 腳的文法-照顧者支持計畫 個人提案 李○伶 合格
SHPC-GC-0015 廣慈法生什麼事計畫 個人提案 沈○杰 合格
SHPC-GC-0016 擊劍運動 個人提案 蔡○雄 合格
SHPC-GC-0017 Happy Hour！主題之夜計畫 個人提案 翁○清 合格
SHPC-GC-0018 廣慈創意小站之小兵立大功 個人提案 吳○育 合格
SHPC-GC-0019 永續生活理財 個人提案 張○華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20 陪伴老中青三代的運動與健康保障計畫 個人提案 郭○昇 合格
SHPC-GC-0021 樂活永健運動趣 個人提案 孫○寓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23 你好HR｜廣慈職涯及勞資諮詢服務 個人提案 陳○瑩 合格
SHPC-GC-0024 廣慈自有社交APP計畫 個人提案 陳○煌 合格
SHPC-GC-0025 多元廣慈 博愛樂活 個人提案 王○偉 合格
SHPC-GC-0026 社宅生態圈運營計畫 個人提案 楊○淵 合格
SHPC-GC-0028 社區教育訓練學習不間斷 個人提案 歐○佩 合格
SHPC-GC-0030 廣慈博愛－活動報 個人提案 林○萍 合格
SHPC-GC-0031 居家咖啡美學與社區咖啡共榮計畫-㇐人㇐戶 個人提案 李○芳 合格
SHPC-GC-0032 輕鬆看日本 個人提案 莊○承 合格
SHPC-GC-0033 廣慈人求職趣！ 共同提案 傅○瑀 合格
SHPC-GC-0034 藥是好厝邊-1人1戶 個人提案 張○豪 合格
SHPC-GC-0035 共創三年美好 個人提案 陳○億 合格
SHPC-GC-0036 擁抱科技、學到老之培養高齡者數位能力 個人提案 蔡○甫 合格
SHPC-GC-0038 多元族群的社會關懷 個人提案 江○穎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39 營養及食品主題課程活動，名稱「食不相瞞」 個人提案 廖○鈞 合格
SHPC-GC-0040 四序Su-Si 個人提案 鍾○達 合格
SHPC-GC-0041 甘甜時代 個人提案 黃○中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42 社區在地好健康! 個人提案 黃○ 合格
SHPC-GC-0043 廣慈博愛社宅義剪活動計畫 個人提案 周○築 合格
SHPC-GC-0044 廣慈博愛社宅義剪活動計畫 個人提案 原○弟 合格 GC-0043合併提案
SHPC-GC-0045 藥動廣慈 個人提案 姚○華 合格
SHPC-GC-0047 健康樂活心社宅，活力青春躍臺北 個人提案 蘇○庭 合格
SHPC-GC-0049 提升國際化及公共議題思辨、參與能力 個人提案 林○鈞 合格
SHPC-GC-0050 廣慈社宅法律及稅務服務計畫 個人提案 黃○東 合格
SHPC-GC-0052 廣慈設計藝生菌 共同提案 黃○宸 合格
SHPC-GC-0053 你有故事我有知識，讓我給你㇐個律師的回答 個人提案 李○傑 合格
SHPC-GC-0054 藝齊學廣慈親子共學團 個人提案 廖○勝 合格
SHPC-GC-0055 健康明燈 活力滿分 個人提案 張○岱 合格
SHPC-GC-0056 偽出國 個人提案 謝○桐 合格
SHPC-GC-0057 寵物社宅結合公益計畫 個人提案 吳○輔 合格
SHPC-GC-0058 整合型教育及直播多元共享空間計畫 個人提案 黃○霆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059 青創起步走＿跨區域青創整合 個人提案 袁○媛 合格
SHPC-GC-0060 Old!動起來 個人提案 江○瑀 合格
SHPC-GC-0061 「廣送暖慈波」社區共享系統 個人提案 黃○宏 合格
SHPC-GC-0062 好厝邊作伙來上線 個人提案 熊○傑 合格
SHPC-GC-0063 當我們「融」在㇐起：廣慈多元族群共融計畫 共同提案 張○瑜 合格
SHPC-GC-0064 廣慈仁福氣俱樂部 個人提案 許○楨 合格
SHPC-GC-0065 廣慈社宅跨平台整合行銷計畫 個人提案 李○菱 合格
SHPC-GC-0066 騎動生活,轉動視界! 你的單車騎行日記 個人提案 王○龍 合格
SHPC-GC-0068 森之呼吸 個人提案 邱○涵 合格
SHPC-GC-0069 廣慈美與善手作坊 個人提案 姜○辰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070 每月帶你去運動提案計畫書-1人1戶 個人提案 劉○龍 合格
SHPC-GC-0071 宅經濟-金工文創 個人提案 高○嵐 合格
SHPC-GC-0072 食在家鄉味 個人提案 劉○菘 合格
SHPC-GC-0073 社區藝術生活 個人提案 徐○惠 合格
SHPC-GC-0074 健康廣慈動起來 個人提案 張○毅 合格
SHPC-GC-0075 懂了嗎? 你的人類圖 個人提案 郭○均 合格
SHPC-GC-0076 廣慈社區藝術創作計畫 個人提案 楊○婷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77 ㇐起生活吧 個人提案 李○庭 合格
SHPC-GC-0078 綠手指達人計畫 個人提案 劉○豪 合格
SHPC-GC-0080 兒子啊！美賽！（美化社區計畫） 共同提案 林○美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081 《廣慈誌 GZ Zine》成果專刊計畫 個人提案 童○萱 合格
SHPC-GC-0082 廣慈媽咪補給站 個人提案 黃○嘉 合格
SHPC-GC-0083 食在廣慈-狗鼻子報報 共同提案 林○螢 合格
SHPC-GC-0084 玩出廣慈凝聚力 個人提案 邱○評 合格
SHPC-GC-0085 廣慈福利社 個人提案 顏○培 合格
SHPC-GC-0086 人生使用說明書～人類圖＆生命數字講座計畫 個人提案 葉○佑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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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C-GC-0088 愛與關懷，全齡羽球樂悠遊-1人1戶 個人提案 張○曦 合格
SHPC-GC-0089 寵物協同俱樂部 個人提案 陸○邦 合格
SHPC-GC-0090 社宅影像培力工作坊 共同提案 葉○頡 合格
SHPC-GC-0091 廣慈青年淨山趣 個人提案 簡○軒 合格
SHPC-GC-0092 健康生活小學講堂 共同提案 張○雯 合格
SHPC-GC-0093 Say cheese!社區與家庭故事牆 共同提案 林○朋 合格
SHPC-GC-0095 保險㇐點通！ 個人提案 陳○宇 合格
SHPC-GC-0096 SHARE市集 個人提案 邱○任 合格
SHPC-GC-0097 關於我們㇐起玩唱這檔事 共同提案 鄭○翔 合格
SHPC-GC-0098 展期不限！ 共同提案 黃○文 合格
SHPC-GC-0099 投其所好的活動整合計畫 個人提案 王○智 合格
SHPC-GC-0100 SEA假日圖書館 個人提案 林○雅 合格
SHPC-GC-0101 廣慈不老戰隊 個人提案 張○甄 合格
SHPC-GC-0102 我宅你那里，宅的溝通者-內外多元整合服務 共同提案 邱○承 合格
SHPC-GC-0103 廣慈博愛樂活球隊 個人提案 李○賢 合格
SHPC-GC-0104 週五fun㇐下！㇐房㇐戶 個人提案 張○庭 合格
SHPC-GC-0105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計畫 個人提案 周○伃 合格
SHPC-GC-0107 廣慈出遊攝影 金計畫 個人提案 黃○竣 合格
SHPC-GC-0108 沉浸式藝術生活計畫 個人提案 潘○彣 合格
SHPC-GC-0109 NetGlix 機智的廣慈生活 共同提案 陳○璞 合格
SHPC-GC-0110 讓愛被看見 個人提案 伍○蘭 合格
SHPC-GC-0111 飲食管理平台 個人提案 謝○宇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12 再衣起溫暖彼此 個人提案 吳○宇 合格
SHPC-GC-0113 這樣玩、這樣拍，最有「義」思 個人提案 倪○琳 合格
SHPC-GC-0114 高年級特攻隊，讓價值再發光 個人提案 邱○珈 合格
SHPC-GC-0115 SOP料裡廚房 個人提案 黃○傑 合格
SHPC-GC-0116 只融你口，不能離手 共同提案 廖○涵 合格
SHPC-GC-0117 生活體驗-祖孫親子音樂律動與繪本閱讀活動 個人提案 黃○菁 合格
SHPC-GC-0118 讓兒少走進社區 個人提案 曾○睿 合格
SHPC-GC-0119 樂來樂愛你–樂ㄩㄝˋ活社區計畫-1人1戶 個人提案 李○晴 合格
SHPC-GC-0120 攝宅翻轉計畫 個人提案 林○揚 不合格 逾時未補正
SHPC-GC-0121 陶來四獸山！！ 個人提案 陳○渝 合格
SHPC-GC-0122 社區周邊行銷計畫 個人提案 馮○惟 合格
SHPC-GC-0123 智慧型手機生活應用 個人提案 呂○華 合格
SHPC-GC-0124 閱來越廣、慈讀手中牽作戰 個人提案 陳○宏 合格
SHPC-GC-0125 自然老師-哩賀 環境教育從廣慈出發 共同提案 莊○維 合格
SHPC-GC-0126 廣慈風土綠生活 個人提案 徐○廸 合格
SHPC-GC-0127 從心開始 個人提案 周○依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28 社區創業、稅務與理財暨青少年商業課程計畫 個人提案 劉○妤 合格
SHPC-GC-0129 親子享學計畫-2人2戶 共同提案 林○ 合格
SHPC-GC-0130 芳香療癒小坊 個人提案 陳○蒨 合格
SHPC-GC-0131 廣慈科技角落，以科技力量點亮廣慈 共同提案 張○雯 合格
SHPC-GC-0132 親自動手做自己的社區生態系-3人1戶 個人提案 王○凱 合格
SHPC-GC-0133 廣慈重啟活力活出自癒力計畫 個人提案 李○萍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35 造夢計畫 個人提案 劉○燁 合格
SHPC-GC-0136 廣慈快樂居民計畫 個人提案 吳○諭 合格
SHPC-GC-0137 陽光宅團 共同提案 杜○禎 合格
SHPC-GC-0138 鄰里良善人際互動促進計畫 個人提案 吳○叡 合格
SHPC-GC-0139 廣慈博愛藝術療癒空間創作計畫 共同提案 黃○瑛 合格
SHPC-GC-0140 廣慈樂齡擊時行樂計畫 個人提案 王○娟 合格
SHPC-GC-0141 看見綠色遊戲計畫 2人1戶 個人提案 劉○卉 合格
SHPC-GC-0142 藝起生活 共同提案 邵○倫 合格
SHPC-GC-0143 Do it! 共樂宅 個人提案 吳○勳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44 家門口的國際學苑 個人提案 游○萍 合格
SHPC-GC-0145 樂齡廣慈・青銀共伴 個人提案 張○慧 合格
SHPC-GC-0146 信義。連結 個人提案 張○婷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47 悠栽職人計畫 個人提案 余○嘉 合格
SHPC-GC-0148 ⾧青睦鄰 個人提案 潘○ 合格
SHPC-GC-0149 廣慈博愛樂健營 個人提案 周○汶 合格
SHPC-GC-0150 社宅基地數位串聯平台 共同提案 溫○霈 合格
SHPC-GC-0151 智慧社宅青齡共融學校X圖書館 個人提案 謝○輝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52 廣慈三零任務 共同提案 鄭○薇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SHPC-GC-0154 Bold&Fun! 台北小蘇活 共同提案 林○珊 不合格 身分資格審查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