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義房屋 2016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
＊活動及評選公布時間（重要時程提醒）
1、報名時間：2016/03/01(二)～ 2016/04/30（六）止（以郵戳為憑）
2、初選—佔 20%
 審查時間：2016/05/01~2016/05/31
 通過名單公告：2016/06/01(三) (含工作坊場次與審查意見)
3、決選—佔 80%
 計畫書收件時間：2016/06/15(三) （以郵戳為憑）
 計畫書繳交情況查詢：2016/06/20(一)
 工作坊舉辦時間：2016/07/01(五)~2016/07/31(日) (全國以分區方式舉辦)
 網路人氣票選：2016/07/01(五)~2016/07/31(日)
 評審決選會議：2016/08/08(一)~2016/08/19(五)
4、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分數與獲獎名單公告：2016/08/3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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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精神
「全民社造獎助計畫」是一個非典型行動計畫，強調以人為本、從心出發，照亮每一個
街廓與角落、看見每一件社區大小事，集眾智、合眾力，積極尋思創新改善之道，從個別社
區擴散到全體社會，讓每一個人的明天會更好。
「改變，就從你我開始；幸福，就能無限延伸」，不分男女老少、職業貴賤，只要你／
妳與我們擁有共同理念，嚮往一個美好未來，就可以透過「全民社造獎助計畫」，提出任何
匠心獨運的建議，結合有志一同的夥伴們，攜手改變現況、改變社會，讓台灣從此遇見幸福、
遇見愛。
「全民社造」不只關注社區營造，更希望促成社會改造，以家為原點、社區為橋樑，積
極喚起人們自主意識，號召大眾參與公共事務，輔以創新手法與提案，盡可能吸納並擴大參
與場域、對象與方式，以期打造生生不息的正向循環，為台灣重塑全新生命力與永續發展利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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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資格
對公眾事務具有熱忱之個人、學生社團、民間團體、組織、等均可報名。
參、活動簡章與申請表索取
1、網路下載：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官方網站下載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2、可至全國信義房屋分店索取活動申請表。
肆、報名方式與準備資料
1、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2、線上報名時間：於 2016/04/30（六）23:59 前按出確認鍵，逾時系統將自動關閉，無
法受理。
3、注意事項：
(1)、報名前請先詳讀本活動辦法，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辦法之各項內容
及規定。
(2)、提案者須於報名截止日前，依本活動辦法規定，完整提供報名表所需填寫之
內容(如：提案單位基本資料、計畫介紹、照片、影片連結…等)，未如期完成
者，視為報名資格不符，不予進入初選階段。
(3)、主辦單位不退回提案者所繳交之各項文件與資料，請提案者自行保留原始檔
案與文件。
(4)、上線報名時，需先按下確認送出鍵後，待系統畫面顯示「您已報名成功」，
才算報名成功。
(5)、字數限制：
① 每一報名欄位均有限制字數上限，超過部份不予顯示內容，報名單位以簡
潔、清楚的方式說明欲執行計畫的內容。
② 字數的計算方式，是以中文字為主，若報名資料中含非中文字體，計算方
式是以二個字母視為一個中文字，標點符號與空格皆視為一個中文字，請
報名單位酌為考量。
(6)、照片提供：
① 提案單位需上傳一張照片。
② 照片檔案格式需為 JPG、PNG、BMP 等，且檔案大小需為 1M 以內。
(7)、影片連結提供：
① 提案單位提供影片的連結位置，權限一律須設定為「公開」影片。
② 影片內容為 3 分鐘內，主要以介紹執行計畫內容介紹為主。
(8)、若有涉及不法之內容或不雅、侵犯他人隱私之內容，工作小組具保留調整與
修改網站公布之文字內容的權利。
(9)、報名後五日內若未收到工作小組所發出之信函，或於官網找不到相關報名資
料，請務必主動與工作小組洽詢。
(10)、若無法使用線上報名系統，請依規定填寫「2016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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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申請表上各欄位，以傳真、E-mail 或郵寄方式(以郵戳為憑)，委由工作小
組辦理。請務必於 2016/04/22(五)PM5:00 前將申請表送達工作小組，若於報
名截止日前欲更改資料，可向工作小組提出申請，截止日之後，不得更改任
何資料。
傳真：02-87890208
E-mail：taiwan4718@gmail.com
(請於主旨加註 2016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報名)
地址：11047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00 號 B2
「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工作小組收」
備註：1、欲確認是否報名成功，可主動至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官網中查詢，如未找到名單
者 ， 煩 請 主 動 電話 或 E-mail 與 工 作 小 組確認 。 來 電 時 間 請於 週一 至 週 五
AM10:00~PM6:00 電話：02-27228229、0800-88-4718。
2、本活動僅受理電話或 EMAIL 方式詢問，其他方式恕不回應。
3、若因申請表聯繫方式填寫錯誤或因故無法接收工作小組傳送的訊息，均視為自
動放棄參與資格。
伍、報名類別
一、築夢個人組：提案單位為個人，主題及方向不限。
二、幸福社區組：提案單位為社區、團體、組織、…等有無立案皆可，主題及方向不限。
三、大專青年組：為鼓勵大專青年參與社區之熱情，以及貢獻自己所學服務於社區，提出
之計劃只要與社區相關皆可，主題及方向不限。
備註：1、僅能擇一類組報名，提案單位須在報名時決定，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改任何資料。
2、若有重覆報名的提案單位，則最後報名時的資料做為最後報名組別之依據，其
餘報名資料不予採認。
3、個人身份不得提報幸福社區組，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不
予進入下階段，但若以個人文史工作室報名則不在此限。
4、為維護參與者之各項權利，凡報名大專青年組者，報名時需具備大專以上之學
生身份，且必須在報名期間內提供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做為佐證之依據。
5、凡參與大專青年組的學生完整參與工作坊後均可獲得參與證明，而參與證明開
立之依據必需於計畫書中明確記載之工作成員，未載明者不得要求補發。
陸、遴選方式
2016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遴選方式分為二階段，如下說明：
第一階段：初選，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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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查時間：2016/05/01(日)~2016/05/31(二)
2、 審查方式：評審團針對報名時所填寫計畫內容之「民眾參與度、提案創意度、實施
影響力、執行可行性、計畫簡介影片」等面向進行審查。
3、 初選成績公告：2016/06/01(三) 公告於全民社造官網 「成績查詢」。
4、 初選通過名單公告：2016/06/01(三) 公告於全民社造官網「初選通過名單」。
5、 初選通過條件：提案單位需取得十分(含)以上之分數。
第二階段：決選，佔 80%。
1、參與資格：通過初選，並於 2016/06/15(三)前繳交計畫書之提案單位。(以郵戳為憑)
2、執行時間：
①繳交計畫書：2016/06/15(一)前繳交，繳交內容詳見本階段注意事項。
②參與工作坊：2016/07/01(五)~2016/07/31(日) (分區、分組方式舉辦)
③網路人氣票選：2016/07/01(五)~2016/07/31(日)
④評審決選會議：2016/08/08~2016/08/19 間
3、成績計算方式：(本階段最高分為 80 分)
 評審委員對於提案計劃執行策略的評分，40 分
 同組互評，30 分
 網路人氣票選成績，10 分
4、進行方式：為避免參與人員過多造成討論效益降低，建議每一單位工作坊參與人員
以 2 名為上限。
5、行動說明工作坊介紹：
(1)、參與資格：初選通過，並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計畫書之提案單位。
(2)、舉辦模式：
 單位報告時間：每一提案單位總簡報時數為 15 分鐘，其中 8 分鐘為計畫執行內
容之簡報，7 分鐘為提問與交流時間。
 綜合討論時間：針對未來執行方向進行綜合討論，本時段討論之內容與補充說
明不計入評分中。
 評分方式：評審委員評分(40 分)、同組互評(30 分)，網路人氣票選(10 分)，共
計 80 分。
 評選項目說明：民眾參與度(佔 30%)、提案創意度(30%)、實施影響力(20%)、
執行可行性(20%)
6、網路人氣票選分數計算：
為增加提案計畫的全民響應能量，擴大民眾認識及參與的機會，藉由網路人氣票
選，讓計畫在提案階段時即被大眾所關注，促進提案單位人際關係串聯與社群互助的
共同創造力量。
(1)、票選資格：初選通過，並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計畫書之提案單位。
(2)、投票方式：請至指定官網上投票。
(3)、投票帳號：以 Facebook 帳號登入即可，不需另外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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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投票數：每一個 Facebook 帳號不限投票數量。
(5)、票選期間：自 2016/07/01(五)~2016/07/31(日)23:59 間。
(6)、票選成績公告：2016/08/01 (一)
(7)、票選分數計算方式：(本階段最高分為 10 分)
分數

築夢個人組

幸福社區組

大專青年組

0分

0-4 票

0-24 票

0-4 票

1分

5-9 票

25-49 票

5-9 票

2分

10-14 票

50-74 票

10-14 票

3分

15-19 票

75-99 票

15-19 票

4分

20-24 票

100-124 票

20-24 票

5分

25-29 票

125-149 票

25-29 票

6分

30-34 票

150-174 票

30-34 票

7分

35-39 票

175-199 票

35-39 票

8分

40-44 票

200-224 票

40-44 票

9分

45-49 票

225-249 票

45-49 票

10 分

50 票以上

250 票以上

50 票以上

7、評審決選會議：2016/08/08~2016/08/19 間召開評審團決選會議，提案單位無須出
席。
8、注意事項：
(1)、進入決選需於 6/15 前繳交內容為：
① 計畫執行摘要表紙本。
② 計畫執行計畫書 3 本，不得超過 A4 紙 20 張（40 面）。
③ 電子檔乙份，內含：計畫執行摘要表、執行計畫書、工作坊簡報內容。
 電子檔請以 OFFICE 2003、OFFICE 2007 相容軟體為主，恕不受理其他格式之
檔案內容。
 所提供電子檔儲存裝置請以光碟或隨身碟為主，恕不受理雲端資料，若以隨身
碟方式寄送，將於工作坊當日退還。
 提案單位如需更換資料請於 6/15 前完成，6/15 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
投影片資料；工作坊當日亦不得補充任何資料給評審。
 未準時繳交或規格不符者，視為自動放棄參與資格。
(2)、行動說明工作坊參與規定：
 工作坊時間與地點均公告於官網上，並輔以 E-mail 通知，2016/06/05(日)前若沒
有收到任何資訊，請主動以電話或 E-mail 與工作小組連絡。聯絡時間：週一至
週五 AM10:00~PM6:00 電洽：02-27228229、0800-88-4718。
 同一人僅能擇一案進行報告；大專青年組報告人須為大專院校學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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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參與「行動說明工作坊」之提案單位，視為自動放棄參與決選資格。因資料
填寫錯誤或因故無法接收工作小組傳送的訊息，以致未出席工作坊，均視為自
動放棄參與資格。
 若因天然災害因素影響工作坊進行，工作小組將以專案方式處理。
 因遲到或已報到但中途離席，工作小組將視情況予以報告順序之調整，影響分
數部份，提案單位需自行負責。而因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天然災害)延誤報告
事宜，需事先告知主辦單位，以專案方式處理。
(3)、網路人氣票選規定：
 票選結果與入選資格等資訊將統一公告於全民社造官方網站，不另行通知，請
參與者隨時留意官方網站訊息公告。
 主辦單位為鼓勵提案單位主動對一般民眾爭取票數，額外提供「網路票選人氣
獎」，詳細說明與得獎方式，請詳見活動辦法第九點之說明。
 經查證屬實有惡意灌票之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投票紀錄，情節嚴重者將取
消網路人氣票選分數。

柒、得獎公告時間
2016/08/31（三）公告獲選名單於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官方網站。
捌、獎項說明
一、築夢個人組：
1、首獎：一名，獎助金最高 20 萬。
2、楷模獎：若干名額，獎助金 5~15 萬。
二、幸福社區組：
1、首獎：一名，獎助金最高 50 萬。
2、楷模獎：若干名額，獎助金 20~40 萬。
三、大專青年組：
1、首獎：一名，獎助金最高 15 萬。
2、楷模獎：若干名額，獎助金 5~10 萬。
四、全民社造種子獎：若干名額，圓夢啟動金 1 萬元。
1、獲獎對象：半數以上評審推薦且提案單位過去未曾獲得社區一家獎項。
2、獎項說明：為鼓勵更多社區或個人建立更有系統的執行能量，評審們期以種子
落地生根發芽的精神，給予提案單位一萬元的圓夢啟動基金。凡獲
得種子獎之提案單位，均可以原案免審之條件，刊登於勾勾平台持
續向社會大眾募集資源。
玖、網路票選人氣獎
透過號召網友以網路投票的方式，在社區一家官網上進行網路人氣投票，讓更多參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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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無法親自至工作坊現場打氣的社區夥伴能給予自己喜歡的提案一個鼓勵。並且透過網路
投票的模式，讓更多人了解有哪些人正在為這片土地付出。
一、 得獎說明：共 3 名，依提案單位報名類別，分為「築夢個人組」、「幸福社區組」、
「大專青年組」，每類型中獲得最高票者為該類型第一名，可獲得獎
牌乙座。
二、 參與對象：須有 Facebook 帳號之大眾。
三、投票對象：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計畫書之提案單位。
四、投票期間：自 2016/07/01(五)~2016/07/31(日)23:59 間。
五、投票方式：請至指定官網上投票。
六、投票帳號：以 Facebook 帳號登入即可，不需另外申請帳號。
七、可投票數：每一個 Facebook 帳號不限投票數量。
八、獲選網路票選人氣獎的提案單位，並不代表一定能獲得其他獎項。
拾、撥款方式
1、 獲選之提案單位，須與信義房屋簽署「全民社造獎助計劃合作書」。
2、 獲選之計劃，提案單位須在 2016/09/30 前啟動，2017/08/31 前執行完畢。
3、 第一期款：信義房屋將於收到獲選提案單位簽署「全民社造獎助計畫合作書」後，先
撥 70%經費予該提案單位。
4、 第二期款：提案單位提出結案成果報告後一個月內撥付餘款 30%。
5、 所有款項不得變更用途使用，如有挪用情事，經查屬實，除廢止其資格外，信義房屋
將追回所獲獎項與獎勵金，提案單位不得異議。
拾壹、其他
1、 若您為大專院校學生，且提報計畫為農村培根社區，鼓勵及推薦您併同報名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辦之「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該計畫於 2015 年獲得全球教育
創新獎-亞洲區銅獎)，發揮所長，參與農村社區公共事務，攜手讓明天變更好! 詳情
請上「大專生洄游農村」官方網站查詢 http://ruralyoung.swcb.gov.tw/。
2、 為順利推動及永續經營本公益活動，主辦單位將保留報名者所提供之一切資料，作為
日後國內聯絡、宣傳本公益活動及確認報名者身分之用，報名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擁有查詢、閱覽、複製、更正、刪除等權利。惟若報名者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或請求增刪修改主辦單位所保留之資料，而主辦單位因此未能聯絡報名者，或確認
報名者身分時，均視為自動放棄參與資格。
3、 報名者所提供各項的資料如有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智慧財產權等或違反一切法令之相關情事)之情況，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單位其參賽
或得獎資格。
4、 本活動相關事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主，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與詮釋活動內容與
辦法之權利。
2016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更多訊息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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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線：0800-88-4718
活動網址：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聯絡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0 號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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