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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 2012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活動簡章 

＊活動及評選公布時間（重要時程提醒） 

1、報名時間：自即日起～ 2012/07/31（二）止（非以郵戳為憑） 

2、申請資格通過公告：2012/08/06（一） 

3、幸福行動學習工作坊辦理時間：2012/08/18（六）～ 2012/10/21（日）止 

 構想學習工作坊：8/18、8/19、8/25、8/26  全國以分區方式舉辦 

 構想學習工作坊成績公告時間：8/31（五） 

 幸福行動計劃書收件截止日：9/21（五）（非以郵戳為憑） 

 實務交流工作坊：10/13、10/14、10/20、10/21  全國以分區方式舉辦 

 實務交流工作坊成績公告時間：10/26（五） 

 獲得決選資格公告時間：11/02（五） 

 行動執行規劃書收件截止日：11/16（五）（非以郵戳為憑） 

4、幸福行動計劃獲獎名單公告：2012/12/25（二） 

 

一、活動精神 

「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區行動獎勵計劃，主要鼓勵社

區民眾能主動關心及參與社區事務，增進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藉由參與的過程中

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以及啟動「善」的循環。 

以「向社區學習」的新理念，藉由彼此相互學習、相互鼓勵、相互分享的過程

中，讓提案者透過各種機會、各種管道、各種模式，彰顯新幸福生活的實踐，提昇

民眾對於居住環境的幸福感。 

 

二、報名資格 

凡年滿二十歲，對社區公眾事務具有熱忱之個人或民間團體、組織均可。 

 

三、活動簡章與申請表索取 

1、網路下載：社區一家官方網站下載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2、可至全國信義房屋分店索取活動申請表。 

 

四、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http://www.taiwan4718.tw/login.php」，依規定填寫「2012 社區一家

幸福行動計劃」申請表上各欄位，請務必於 2012/07/31（二）PM5:00 前按出確認鍵，

逾時系統將自動關閉，無法受理。 

  新增報名時，電腦系統立即產生序號，此序號為您的日後所登入之「帳號」以

及未來參與工作坊時之代號，請妥善熟記您的帳號密碼，在截止日前您可隨時登入

修改「社區簡介」及「構想說明」之資料，如更改提案單位名稱，為避免日後之爭

議，請以重報名方式辦理。 

若無法進行線上報名，依規定填寫「2012 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申請表上各

http://www.taiwan4718.tw/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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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以傳真、E-mail 或郵寄方式(非以郵戳為憑)，委由工作小組辦理。請務必於

2012/07/31(二)PM5:00 前將申請表送達工作小組，若於報名截止日前欲更改「社區

簡介」及「構想說明」之資料，可向工作小組提出申請，截止日之後，即不得更改

任何資料。 

傳真：02-87890208 

E-mail：taiwan4718@gmail.com(請於主旨註2012年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報名) 

地址：11047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00號 B2「社區一家工作小組 收」 

備 註 ： 1 、 欲 確 認 是 否 報 名 成 功 ， 可 主 動 至 社 區 一 家 官 網 中 查 詢

(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review_list001.ph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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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5:00 電話：02-27228229、0800-88-471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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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報名類別： 

1、築夢個人類：提案單位為個人。 

2、幸福社區類：提案單位為社區、社團、組織、公司…等有無立案皆可。 

3、理想社會類：提案單位聯合數個社區、團體等共同執行，統一以一個單位或 

            名稱進行報名。 

備註：1、提案單位在報名時必須決定報名的類別，截止日後不得更改報名類別。 

2、同一提案單位不得於同一年度報名兩個類別，若有重覆之提案單位，

則以距「截止日最近」之報名資料做為最後報名類別之依據，其餘報名

資料則不予採認。 

 

六、審查方式 

2012年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以三階段方式舉辦，如下說明： 

 

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查 

申請資格審核：提案單位必須進行線上報名，於報名期間可由提案單位自行更改

提案內容；若無法線上報名之單位，可以傳真、E-mail 或郵寄方

式(非以郵戳為憑)，委由工作小組辦理，於報名期間也可向工作

小組申請更改提案內容。報名截止日後，由工作小組統一進行各

項資料之確認，提案單位無須進行口頭簡報。申請資格通過名單

將於 2012/08/06（一）公告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初選通過名單」

中。 

本階段注意事項：1、線上報名後，「社區簡介」100字與「構想說明」250字，

將於 2012/08/06(一)統一公布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中，在填寫報

名表時，超過字數限制部份，電腦系統將無法自動送出資料。 

2、電腦系統字數的計算方式，是以中文字為主，若報名資料中

mailto:taiwan47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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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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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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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學習工作坊 

參與對象：通過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查之提案單位。 

舉辦模式：工作坊地點由工作小組依據提案單位的居住縣市就近安排地點，每一區

將舉辦構想學習工作坊與實務交流工作坊。 

學習工作坊成績計算方式：(滿分 100分) 

◎ 提案計劃構想與回應，20分(構想學習工作坊) 

◎ 評審委員對於提案計劃執行策略的評分，30分(實務交流工作坊) 

◎ 每一提案單位自我的評分，10分(實務交流工作坊) 

◎ 同組其他提案單位的評分，20分(實務交流工作坊) 

◎ 同組其他提案單位的推薦評分，10 分(實務交流工作坊) 

◎ 網路人氣票選，10分(學習工作坊辦理期間) 

 

進行方式：本年度學習工作坊共舉辦兩場次，為避免參與人員過多造成討論效益降

低，建議每一提案單位參與人員以 2名為上限。 

 

學習工作坊介紹： 

● 構想學習工作坊 

1、參與資格：通過第一階段審查之提案單位。 

2、舉辦模式： 

(1)、評審提問時間：評審委員先針對各區提案構想進行整體面向的說明

與提醒。 

(2)、單位報告時間：提案單位報告欲執行之構想，亦可針對評審委員的

說明與提醒進行回應，每一提案單位為 3分鐘。 

(3)、綜合討論時間：針對未來撰寫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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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分方式：評審委員針對計劃構想與提案回應進行評分，滿分為 20 分。 

● 實務交流工作坊 

1、參與資格：參與構想學習工作坊獲評分 10分以上之提案單位。 

2、舉辦模式： 

(1)、單位報告時間：每一提案單位總簡報時數為 10分鐘(含簡報、提問

與回應)。每一提案單位以 5 分鐘時間進行計劃執行內容之簡報；

同組其他提案單位得對於簡報之提案單位進行提問，時間為 2 分

鐘；簡報之提案單位應針對提問進行回應，時間為 3 分鐘。 

(2)、委員回應時間：評審委員針對各提案單位進行執行提醒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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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討論時間：針對未來撰寫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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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分方式：評審委員評分(30 分)、自我評分(10 分)、同組互評(20 分)、

同組推薦(10分)，網路人氣票選(10分)，共計 80分。 

 

本階段注意事項： 

1、 為落實學習成效，構想學習工作坊分數未達 10分之提案單位，不得參與實務

交流工作坊，且喪失參與第三階段書面資料決選之資格。 

2、 擴大民眾參與，2012年度實務工作坊新增網路人氣票選分數(10分)，投票期

間為 2012/09/01(六)00:00~2012/10/22(一)17:00 間，分數計算方式如下： 

 
築夢個人類 幸福社區類 理想社會類 

0分 0-4票 0-24票 0-49票 

1分 5-9票 25-49票 50-99票 

2分 10-14票 50-74票 100-149票 

3分 15-19票 75-99票 150-199票 

4分 20-24票 100-124票 200-249票 

5分 25-29票 125-149票 250-299票 

6分 30-34票 150-174票 300-349票 

7分 35-39票 175-199票 350-399票 

8分 40-44票 200-224票 400-449票 

9分 45-49票 225-249票 450-499票 

10分 50票以上 250票以上 500票以上 

投票方式為透過 Facebook 帳號按「讚」即可，不需另外申請帳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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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習工作坊成績、評審建議及相關入選資格等資訊將統一公告於社區一家官

方網站，不另行通知，請參與者隨時留意官方網站訊息公告。 

5、 工作坊時間與地點，公告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並輔以 E-mail 通知，2012/8/10

（五）前若沒有收到任何資訊，煩請主動以電話或 E-mail 與工作小組連絡。

請於週一至週五 AM10:00~PM5:00 電洽：02-27228229、0800-88-4718。若因

聯繫方式填寫錯誤或因故無法接收工作小組傳送的訊息，以致未出席學習工

作坊，均視為自動放棄參與資格。 

6、 計劃執行報告順序係依當年度申請提案報名時間先後次序報告。 

7、 「構想學習工作坊」分上、下午二場次進行，場次名單由工作小組安排擇一

參與，並不得於審查當日更換場次。 

8、 「實務交流工作坊」前需繳交提案計劃書提供評審老師先行審閱，請於

2012/09/21（五）PM5:00 前郵寄至工作小組（非以郵戳為憑），請附上計劃

類 

型 
票 

數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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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表、提案計劃書三本與電子檔光碟乙片，計劃書內容不得超過 A4

紙 20張（40 面）。未準時繳交或規格不符者，視為自動放棄參與資格。 

9、 未參與「實務交流工作坊」之提案單位，視為自動放棄參與決選資格。 

10、 計劃執行摘要表內容不得超過 A4紙 1張，請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下載。 

11、 提案單位所有提案資料均不退還，請務必自行備份。 

 

第三階段：書面資料決選 

1、 參與資格：需依規定全程參與構想學習工作坊與實務交流工作坊。 

2、 進入決選資格的提案單位，需以主辦單位規定日期前將行動執行規劃書三本

與電子檔光碟乙片繳交至工作小組參與最後的決選。 

3、 評審團將針對修正後的行動執行規劃書進行書面審查，並予以排序，決定獲

選提案獎項與獎勵金額。 

4、 第三階段的決選，採書面審查方式，提案單位無須進行口頭簡報。 

5、 評選項度說明： 

◎ 公共參與性（佔 20%）：是否能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 

◎ 計劃創造度（佔 20%）：計劃是否有創意，以及可創造性 

◎ 計劃永續性（佔 20%）：能不能持續運作 

◎ 社區影響性（佔 20%）：計劃能影響的範圍 

◎ 操作可行性（佔 20%）：計劃真實操作的可行性 

 

本階段注意事項： 

1、 學習工作坊階段的分數不計入第三階段決選評分計算。 

2、 進入決選的提案，請於 2012/11/16（五）PM5:00 前郵寄至工作小組（非以郵

戳為憑），附上建議與意見回應表、行動執行規劃書三本與電子檔光碟乙片，

規劃書內容不得超過 A4紙 20張（40 面）。未準時繳交或規格不符者，視為

自動放棄參與資格。 

3、 建議與意見回應表內容不得超過 A4 紙 1張，請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下載。 

4、 提案單位所有提案資料均不退還，請務必自行備份。 

 

七、得獎公告時間 

將於 2012/12/25（二）公告獲選社區名單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 

 

八、獎項說明 

1、築夢個人類：  

   （1）首獎：一名，獎勵金最高 20萬。 

   （2）楷模獎：名額若干，獎勵金 5~15 萬。 

2、幸福社區類： 

   （1）首獎：一名，獎勵金最高 50萬。 

   （2）楷模獎：名額若干，獎勵金 20~40 萬。 



 6 

3、理想社會類： 

   （1）首獎：一名，獎勵金最高 100萬。 

   （2）楷模獎：名額若干，獎勵金 50~70 萬。 

4、幸福生活種子獎：幸福啟動基金 1萬元。 

   （1）對象：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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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為能鼓勵更多社區或個人，彼此之間建立更大的執行能量。評審

們期待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藉由一萬元的幸福啟動基金，鼓勵

能有更多更棒的提案，從「幸福生活種子獎」開始，透過資源的

有效運有與結合，讓每一個志同道合的個人或是社團組織，為達

成心目中的理想幸福社會而共同努力。 

 

備註：評審團保留依提案質與量，調整獎勵單位數量、獎項與金額的權利，所有獲

獎單位將公布於社區一家官方網站。 

 

九、網路票選人氣獎 

透過號召網友以網路投票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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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得獎說明：共 3 名，依提案單位報名類別，分為「築夢個人類」、「幸福社

區類」、「理想社會類」，每類型中獲得最高票者為該類型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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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喜歡之提案內容，每一組 Facebook 帳號均可按下「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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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撥款方式 

1、 獲選之提案單位，須與信義房屋簽署「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合作書」。 

2、 獲選之計劃，提案單位須在 2013/01/31 前啟動，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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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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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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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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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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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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更多訊息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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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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區學習 生活好幸福  

2012年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 

「2012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必填) 

提案單位 
 

(若為個人請填寫個人姓名) 
提案人職稱 

 

(若為個人提案則無需填寫) 

姓    名  性    別  

電    話 
室內電話：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便連絡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 a i l  傳  真  

通訊地址 □□□ 

所屬團體 
 

居住縣市 
 

職    業 
□教師    □公務員      □工     □商    □自由業     □家管 

□服務業  □文化工作者  □學生   □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歷年提案與

獎勵說明 

提案年度：□第一次提案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獲得獎項：□首  獎，□2009 □2010 □2011 

□楷模獎，□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2011 

□種子獎，□2009 □2010 □2011 

□否，沒有獲得獎助 

社區或個人

特 色 簡 介 

(必填，限 100

字內，超過字數

電腦自動刪除) 

 

 

提案構想（必填） 

提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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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說明 

(限 250 字內，

超過字數電腦

自動刪除) 

 

 

報名類別 □築夢個人類      □幸福社區類      □理想社會類 

共同執行單

位（理想社會

類必填，限 250

字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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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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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需求調查 

一、您的幸福行動計劃中，是否需要專業志工的協助?  

□ 是，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續填下列選項） 

□ 不用了，謝謝 

二、您的幸福行動計劃中，志工的需求是屬於? 

    □ 短時間的人力支援    □ 長期的協助陪伴 

三、您的幸福行動計劃中，最需要專業志工協助的項目有哪些?（可複選，請視實際狀況填寫） 

    □ 靜態企劃型態 

    1、活動企劃：□ 活動設計與規劃  □新聞稿撰寫與發佈 □ 計劃書撰寫 □ 資料分析整理 

    2、資訊應用：□ 建置網站  □維護部落格(BLOG)  □ OFFICE  □ 電腦打字 

    3、影像設計：□ 攝影   □剪輯與後製  □社區報編排  □圖像美編  □手冊編排 

    4、語文翻譯：□ 英語  □日語  □印尼  □越南  □泰國  □其他 

    5、社區學習：□ 課程規劃  □專業師資洽詢  □法律諮詢  □手工藝教學  □醫藥諮詢 

    □ 動態服務型態 

    1、景觀規劃：□ 園藝知識 □生活小物 DIY □空間改造 □節能諮詢 □風水諮詢 

    2、資源調查：□ 文史現地訪查  □ 社區街道繪製  □ 動植物知識 □ 社區導覽人員 

    3、社會服務：□ 課後輔導  □ 關懷弱勢族群  □ 居家修繕  □ 交通安全導護 

    4、表演藝術：□ 戲劇表演  □ 故事繪本  □ 繪畫  □ 書法 □ 音樂(樂器：_______) 

主辦單位：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台灣社區一家協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