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畫介紹 

 

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畫工作小組  

 



今日時間安排 

 

 

一、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畫介紹 

二、提案練習與分組討論 

三、總結討論 





 



 







2012年計畫執行重要行程 

•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7/31下午五點止 

• 申請資格通過公告：8/6(一) 

• 構想說明工作坊：8/18、8/19、8/25、8/26(全國分區進行) 

• 執行計畫書收件截止日：9/21(五) 

• 實務交流工作坊：10/13、10/14、10/20、10/21(全國分區進行) 

• 決選公告日：11/2 

• 決選計畫書收件截止日：11/16(五) 

• 獲得獎助公告：12/25 



計畫提案資格 

• 凡年滿二十歲，對社區內公眾事務具有熱
忱之個人或民間社團組織均可。 



評審模式介紹(一) 

• 三階段式審查 

• 初選—資格審查 

   特色： 

   1.入選從寬，降低進入門檻。 

   2.250字內簡單概述自己想 
   要執行的夢想。 

   3.無須現場報告，更多人看見 

     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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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模式介紹(二) 

• 複選—學習工作坊 

    學習為主，評量為輔 

    1.主動分享自己的夢想。 

    2.傾聽別人的夢想。 

    3.學習別人圓夢的方式。 

    4.用更寬廣的心，和大家成為圓夢的好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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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工作坊介紹 

• 構想學習工作坊 

–每場均分上、下午梯次(提早報名，提早報告) 

–評審老師針對計畫現況進行提問 

– 3分鐘時間補充構想說明並回答評審問題 

–綜合討論 

 

評量方式：提案計畫構想與回應，20% 

 



學習工作坊介紹 

• 實務交流工作坊 

–構想學習工作坊10分以上(含)之單位 

– 10分鐘時間(簡報、提問、回應) 

• 5分鐘計畫報告 

• 2分鐘同組提問 

• 3分鐘回應提問 

–綜合討論(評審老師綜合建議) 

評量方式： 
    評審老師評分(30%)，自我評分(10%) 

    同組互評(20%)，同組推薦(10%)，網路人氣票選(10%) 



評審模式介紹(三) 

• 決選—進行書面審查並召開決選會議 
     
    1.典範遴選，由評審推薦 
      各類別提案中討論具有 
      正向影響的提案。 
    2.分區審查，但讓評審間 
      藉由會議的模式互動， 
      並且了解各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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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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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獎：各一名 
– 築夢個人類，獎勵金最高20萬 
– 幸福社區類，獎勵金最高50萬 
– 理想社會類，獎勵金最高100萬 
 

• 楷模獎：若干 
– 築夢個人類，獎勵金5~15萬 
– 幸福社區類，獎勵金20~40萬 
– 理想社會類，獎勵金50~70萬 

 
• 幸福生活種子獎 

– 鼓勵新生，獎金一萬元 



獎項說明(一) 

• 網路票選人氣獎 
無法親自至工作坊現場的社區夥伴能給予自己喜歡的提案一個鼓勵 

讓更多人了解有哪些人正在為這片土地付出。 

 

– 1、得獎說明：每類型票數最高者，共3名。可獲得獎牌乙座及大眾
傳播媒體採訪拍攝與公開播映 

– 2、參與對象：需有Facebook帳號之大眾 

– 3、投票對象：取得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資格之提案單位。 

– 4、投票期間：2012/09/01(六)00:00~2012/10/22(一)17:00前截止 

– 5、投票方式：喜歡之提案內容，每一組帳號均可按下「讚」 

 
備註：獲選最佳人氣獎的提案單位，並不代表一定能進入決選階段或獲得其他獎項 



 

 

社區一家活動精神 



計畫核心價值 

向社區學習   生活好幸福 

 

 

擴大參與  公開透明 

互動交流  學習成長 

多元創新  資源連結 

 

公益平台 



計畫執行特色 

第一階段(2004-2008) 第二階段(2009-2013) 

核心價值 人與人關係增進 

執行時間 4-6個月內(彈性) 大約一年（12個月) 

審查方式 
兩階段審查，由專業評
審決定獲得贊助的提案 

三階段審查，納入社區評
審及提案單位自評與互評 

主題 綠色生活(2008) 向社區學習 生活好幸福 

其他 

1.降低參與者提案門檻 
2.強化相互交流與溝通 
3.成績與評語公開透明 
4.建構多元化資源平台 



認識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畫 

年度
徵選 

配套
方案 

社區一家
幸福行動
計畫 



配套方案介紹 

社區一家
幸福行動
計畫 

志工服
務 

幸福電
子報 

活動官
網 

見學活
動 

http://4718epaper.blogspot.com/
http://4718epaper.blogspot.com/
http://www.taiwan4718.tw/
http://www.taiwan4718.tw/


 

 

提案練習與分組討論 

時間 



報名表填寫方式-線上報名 
http://www.taiwan4718.tw/login.php 

↓ 

初次計畫報名 

http://www.taiwan4718.tw/login.php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提案年度：2011 

獲得獎項：種子獎2011 

理事長 

daton@gmail.com 

(037)111-222 

(037)123-123 

0911-222222 

8:00-21:00間皆可 

 苗栗市幸福里幸福100號 360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李大同 

文化工作者 

abc123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苗栗市，是一個城鎮型的社區，目前居民
與學生各半居住。社區附近有聯合大學，曾共同舉辦社區尋寶活
動，社區內有一塊公益菜園，提供鄰近居民種菜。 

開心宅男宅女 

由於居住在社區裡的居民與學校的學生彼此的互動關係不佳，
也造成彼此之間相互的隔閡以及產生紛爭。社區把這些學生當
成是自己的小孩，同時也希望藉重同學的專長，教社區居民電
腦。透過實際種菜的方式，教同學如何可以又省錢又健康過生
活，以及減少社區裡的廚餘問題。 

國立聯合大學培力學社 



 



報名表填寫方式(一)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李大同 男 daton@gmail.com 037-111222 

037-123123 0911-222222 8:00-21:00間皆可 

360  苗栗市幸福里幸福100號 

苗栗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 

■ 

■ 



幸福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苗栗市，是一個城鎮型的社區，目前居民與學生各半居住。社區附近有
聯合大學，曾共同舉辦社區尋寶活動，社區內有一塊公益菜園，提供鄰近居民種菜。 

開心宅男宅女 

由於居住在社區裡的居民與學校的學生彼此的互動關係不佳，也造成彼此之間相互的隔閡以及產
生紛爭。社區把這些學生當成是自己的小孩，同時也希望藉重同學的專長，教社區居民電腦。透
過實際種菜的方式，教同學如何可以又省錢又健康過生活，以及減少社區裡的廚餘問題。 

國立聯合大學培力學社 

■ 



計畫資料查詢 

• 社區一家官網→計畫資料查詢→報名資料查詢 

 

 

 

 

 

 

 
報名是否成功於8/6(一)公告，並於初選通過名單開放查詢 



提案的方向有… 

1.創意來自於生活中的體驗，因此可以藉由在
地居民的生活習慣，找出可以執行的行動
方式，創造更多幸福的小故事。 

 

2.想在社區做的事與社區大部份的人最需要的
事是不同的，因此，請於這段時間中集思
廣益一下，找到大家能一起參與的工作項
目吧! 



提案的方向有… 

3.有什麼事情是可以一直一直做下去的?大家
也願意共同遵守這個約定，成為一種慣性
。 

 

4.簡單的文字說明，清楚表達工作的內容以及
預期想要達成的目標即可；誠實的說出自
己已經有的能量以及資源，目前尚缺的是
什麼內容，希望能夠獲得什麼樣的協助。 



提案的方向有… 

5.多聽多看多學習，可以上網去看看別人想要
怎麼做、曾經怎麼做、規劃怎麼做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評審老師對於計畫撰寫的建議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index.htm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http://www.taiwan4718.tw/gallery_detail001.php?info_id=522


相關案例分享—築夢個人類 

• 台北—謝佳齡(屏東歸崇部落)多元族群 
  回「歸崇」前，請記得我：部落月亮電影院暨故事牆創作計畫)    

 

 

 



相關案例分享—築夢個人類 

• 台南—馮怡娟         人文教育 

  (兒童塗鴉藝術遊擊計畫) 

 



相關案例分享—幸福社區類 

• 台南—八翁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 

  (請諾亞給我們一個方舟) 

 



相關案例分享—幸福社區類 

• 屏東—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公共藝術 

  (蹦!美感種子發芽計畫) 

 



相關案例分享—理想社會類 

• 宜蘭—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環境教育 

  (老海港 新生命--蘭陽水生植物生態博物館) 



小提醒 

1.要有誠意，並呈現社區真實狀況  

2.要符合公眾利益（具公共性）  

3.要有創意  

4.要具體說明 （計畫內容跟預計成果）  

5.要能持續進行 

 



應避免的事情… 

1.例行性活動不要提（如中秋晚會、社區旅遊….） 

 

2.其他公部門資源能補助的，盡量不要提（例

如監視器、活動中心…）  

 

3.不要討好信義房屋（因為信義房屋不會介入審查）  

 

4.計畫目標不要空泛或很難達到  
 



應避免的事情… 

5.撰寫計畫可詢問專業人士，但不要請專業者代寫。 
 
6.預計工作執行項目不要違法（如未經授權同意就不能任
意改善別人的空間…） 

 
7.不要害怕表達能力差 
 
8.不要遲交計畫書 
 
9.不要強調沒有人沒有錢，先想自己可以做什麼。 

 



動動腦想一想 

• 不花錢的事情是什麼? 

 

• 我們能不能想到什麼事情可以不必花很多
錢又可以拉近彼此之間的關係? 

 

• 創意來自於源源不絕的討論…… 

 

 

 

 



 

 

 

總結討論 



如果您還有問題 

• 社區一家工作小組免付費電話 
 

•    0800-884718 
 

• 社區一家官方網站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感謝您對社區的付出……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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