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A Doer

2020 臺北市都市再生行動育成實驗
徵｜件｜簡｜章

主辦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策劃執行｜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熱情協力｜ 土也社區工作室、北投說書人、化南萬興願景團隊
明德山莊學院、唭哩岸文化工作室
萬華社區小學、聚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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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Doer。Not A Follower
讓行動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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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面對都市更新與再生之際，我們對於這座城市未來的想像會是什麼？
都市化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如何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地方挑戰成為都市發展的核
心議題，除了由上而下的政治、社會、經濟多面向的橫向調節，由下而上的民眾
參與，透過行動實現、扎根在地，更能靈活有效地創造在地需要的新連結、發展
出屬於在地的新生活模式，發揮更大影響力，實踐城市永續發展目標。
臺北市政府為鼓勵地方居民自主參與地方治理，自 1995 年起，提倡由民間自主
發動的社區行動與民眾參與精神，陸續推動各種市民培力方案，近年伴隨著社造
媒合基金方案、培力機制的開放、參與式預算、i voting 等開放式政府的制度設
計； 2016 年推動的社區營造 3.0 政策，更強調社群網絡協力，有效讓青年、第
二部門及個人更容易接觸政策資源進入社區再造及都市再生的領域。
人人都可以參與城市再造，透過硬體空間更新-就地改造、重組生活型態-軟性空
間活化經營、引進社群及創新力量-串聯建置社會支持網絡等多元方式，活化復
甦城市機能，解決社會(區)議題，共創更美好的生活。

Be A Doer 。 讓行動成真
為鼓勵第一次想參與社區營造、社區設計或都市再生行動的社區及社群夥伴，本
年度「2020 臺北市都市再生行動育成實驗」– 以「讓行動成真」為概念，結合
專業業師與社會實踐團隊，並整合後續公私部門之補助資源，量身打造一個都市
再生行動的育成環境，輔導有意投入都市公共領域相關議題與行動之個人或團隊，
完成提案內容準備，成為後續申請補助創造實踐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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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工作坊可以得到甚麼
1. 認識本屆其他報名團隊
參與三場聚焦診斷工作坊與二場共創交流工作坊，透過精實多元的工作坊及
現場引導師的引導討論，讓所有參與的團隊彼此認識共創，成為成就彼此的
好夥伴。
2. 媒合陣容堅強的專業顧問
邀請不同領域之實務推動者組成輔導顧問群，將於每次工作坊提供一對一諮
詢輔導，協助釐清提案想法、關鍵問題、行動策略規劃等，輔導精煉為具體
可行的行動方案。
* 專業顧問陣容．請詳 [附件 1]
3. 媒合身經百戰的社會實踐團體擔任社區教練
依提案內容與屬性，邀請目前最具活力且具豐富實戰經驗之社會實踐與創新
團體擔任社區教練，手把手輔導與陪伴團隊撰擬提案企劃書，成為團隊成長
的最佳夥伴。
* 社區教練陣容．請詳 [附件 2]
4. 提供關鍵行動測試啟動金
提供各提案團隊第一筆關鍵行動測試啟動金(新臺幣 5,000 元)，讓您跨出關鍵
的第一步，確定提案的可行性。
5. 整合後續提案資源
輔導完成提案企劃後，將彙整公私部門相關補助資源，並建議後續可以提案
的方向，讓您或團隊成功找到資源成為真正的 Doer。
6. 增加團隊露出與倡議分享
育成輔導期間，將安排多種線上與線下宣傳活動，提供團隊倡議交流與發聲
練習的舞台，增加關注議題與行動的露出與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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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件辦法
1. 提案落實場域
提案內容與實施需連結場域，且須位於臺北市行政區域範圍內。
2. 徵件資格與類型
2-1 徵件資格：本次徵件對象以社區營造或都市再生之新手為主。凡年滿 18
歲(未滿 18 歲者須監護人同意或由家長、老師共同組隊參與)，對地方議題、
社區營造、社區設計、都市再生等領域或相關議題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與。
2-2 徵件類型：因後續輔導之需要，本次報名將分為下列類型：
(1) 未接觸過社造培力課程，也未有提案經驗之新手
未接觸社區營造相關培力課程及相關提案經驗，但想嘗試結合自己的專長，投
入公共議題與都市再生行動者或團隊。

(2) 曾申請近一年相關計畫未獲補助，且未接觸過社造相關培力課程者
未參與過各縣市社造相關培力課程，且於近一年曾嘗試提案申請社區營造、都
市再生等相關補助未成功．想進一步優化者。
** 公私部門相關計畫參考列表．請詳 [附件 3]。

(3) 曾參與各縣市社造相關培力課程結業，無提案經驗或提案未獲補助者
** 各縣市培力課程如-青年社區規劃師、儲備社區規劃師、社造人才培力、都
市再生學苑、社區影像記錄培力計畫、社造員…等。

3. 提案內容
鼓勵臺北市行政區範圍之場域(社區或生活圈)之各式跨領域與多元議題。
* 都會型社造議題參考
高齡議題 (不同年齡層、世代間的回應行動)．
移民議題 (多元文化及身分認同)．
平權議題 (關懷者權益、兩性平權、動物權等)．
都更議題 (文史、居住、社宅、再生、產業、生活環境等)．
城市自然 (都市農耕、食農、都市藍綠帶、郊山等)．
創意及分享經濟 (結合技能與場域體驗經濟活動)．
公寓大廈 (垂直社區營造) 。

4. 甄選程序
由主辦單位組成評審委員團，分為「初選」與「複選」
。初選入選之提案團隊
始進入孵化育成輔導。入選提案團隊名單，將於「臺北社造咖 FB 粉專」公告
並同步以電子郵件寄出。

5

Be A Doer

(1) 初選 - 預計錄取 20 組
■ 評選方式
計畫執行小組進行資格及報名文件檢核通過後，始得交由本計畫所組成之「評選
委員會」
，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審查。
■ 評選文件
針對報名所提供之資料進行評選。
■ 評選標準
項次

評分重點

1

提案動機

2

議題重要性

3

創意與連結

說明

比重

．議題與自己之間的關係或連結
．議題回應大環境議題

35%

．與地方的連結度
．是否獨特或賦予觀點新的意義與價值

(2) 複選 - 預計錄取 10 組

40%

25%

**每組將提供關鍵行動測試啟動金(新臺幣 5,000 元)

■ 評選方式
依複選報名順序進行提案簡報，並開放現場旁聽。
每一提案團隊簡報總時間為 20 分鐘，包含提案內容簡報 10 分鐘與委員提問
回應時間 10 分鐘。
■ 評選內容與方式
提供提案與焦點行動構想企劃書，並製作成簡報說明。
■ 評選標準
項次

評分重點

說明

比重

．議題與自己之間的關係或連結

1

提案動機與議題重要性

．議題回應大環境議題或未來趨勢
．議題與地方的連結度

35%

．議題可能對地方的影響
．是否獨特或賦予觀點新的意義與價值
．是否提供創新之服務，引發大眾對潛

2

提案開創性及可行性

在問題之重視

30%

．推動的步驟、工作流程、技術或方法
與不同領域專業合作的可能性

3

工作坊參與狀況

4

簡報與答詢

．育成輔導期間工作坊參與度及與社區
教練的互動
．現場簡報方式及與委員的互動

25%
10%

** 未入選之提案團隊，可持續參與旁聽(選擇參與旁聽者，仍須依工作坊之進度提交相關資
料)、加入其他團隊持續參與(成為他組的一員，學習經驗)或再申請諮詢輔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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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期程
為協助提案團隊撰擬企劃及累積歷次輔導資訊，入選提案團隊皆須參與輔導育成
之工作坊，請提案團隊事先預留時間，以免影響團隊甄選資格與後續輔導權益。
重要日期規劃如下（工作坊辦理方式將視當時疫情狀況調整，工作坊地點原則以
臺北市內交通方便之處為主，將擇期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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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訊
1. 徵件報名
■ 即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8 日 (五) 中午12：00 止。
逾時恕不受理。
■ 採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7nbov
報名表填寫內容．請詳 [附件4]

〔徵件報名網址 QRCode〕

* 不熟悉線上報名或電腦操作者，歡迎來電洽詢，將有專案人員協助完成線上報名。

2. 徵件說明會
■ 線上說明會
為讓更多人進一步了解本次徵件內容，預定於 109 年 4 月 15 日(三)及 4 月 22 日
(三)辦理兩場次線上「徵件說明會」
，並將於「臺北社造咖 FB 粉專」與「不完美
原創工作室 FB 粉專」播放。
■ 宅配說明會
有意更了解提案之個人或團隊，歡迎於 109 年 4 月 15 日至 109 年 5 月 1 日期間，
找好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來電跟我們預約好時間，宅配說明會至您所指定的地
點(限臺北市行政區內)為您說明。

六｜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料請務必確實填寫，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2. 主辦單位在不影響提案團隊權利為前提下，保有調整活動內容之權利。
3. 提案團隊因本徵件活動所產生之提案相關內容，應確保無侵害他人之權益，
如涉侵權行為，導致提案團隊及相關單位連帶權益受損，應由涉侵權之提
案團隊自負責任及賠償事宜。另複選入選之提案團隊有上述相關違法情事，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資格，追回行動啟動基金，其追回之基金將依複選評
選提案團隊成績依序遞補之。
4. 參與本徵件活動提案企劃及行動方案著作權屬提案團隊方所有。惟前述成
果須簽署授權書予本計畫及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策
劃執行單位(不完美原創工作室)作為業務推廣與成果相關報告中剪輯、重製、
播放、印行刊物或製作成果專輯等使用。
5. 本徵件活動複選入選團隊，應檢附團隊成員授權代表人處理同意書，以為
後續行動啟動基金撥入及簽收之對象。另因本徵件活動獲選之基金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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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應依相關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6. 主辦單位保有本徵件活動過程記錄與後續報導及展出之公開使用權。
7.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辦法、延期之權利，以
主辦單位實際活動公告為主。

七｜聯絡我們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陪伴專員 賴芝瑩、黃心瑜
■ 聯絡電話

(02) 2559-2881

■ 電子信箱

doertaipei@gmail.com

■ FB 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taipei/
或搜尋 〔臺北社造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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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輔導顧問名單
＊後續將依照實際提案議題屬性，視情況調整與聘派相關領域輔導業師 2-3 位。
依姓氏筆畫排序
編次

姓名

專業領域

現職

1

李柏賢

社區營造．地景閱讀．創新設計

草圖意識設計工房總監
棲地田野傳習所創辦人

2

吳東軒

企業管理．創新經濟

兆基商務中心執行總監

3

徐敏雄

社會學．行動研究．社區教育

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理事長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附件 2】社區教練名單
＊後續將依照實際提案議題屬性，視情況調整名單。
依姓氏筆畫排序
編次

姓名

1

江甫晏

2

蹲點場域

現職

．都市再生街區影像記錄
．化南新村

臺北市
文山區

．自由工作者
(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在學生)

李庚霖

．儲備社區規劃師
．都市再生街區影像記錄
．唭哩岸文化工作室

臺北市
北投區

．唭哩岸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3

余亭儀

．前臺北社區營造中心專員

臺北市
士林區

．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與社會責任(USR)
計畫專案人員

4

林志育

．聚樂邦

臺北市
信義區

．致樂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設計師

5

林智海

．北投說書人

臺北市
北投區

．投圓文化有限公司執行總監
．社團法人臺北市八頭里仁協會理事

6

吳亞軒

．儲備社區規劃師
．聚樂邦

臺北市
信義區

．致樂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體驗設計師

7

高瑗蔆

．基隆明德山莊

基隆市
七堵區

．中華文化總會媒體部專案經理

8

陳德君

．萬華社區規劃師
．萬華社區小學

臺北市
萬華區

．萬華社區小學創辦人
．臺北市糖廍文化協會理事長

郭琬琤

．社造點
．文化部社區營造及村落計畫
．土也社區工作室

臺北市
北投區

．都市再生街區影像記錄
．汐止返腳咖

新北市
汐止區

9

10

劉人傑

社造養成&社會實踐經歷

10

．土也社區工作室負責人
．土也社區行動協會創辦人
．社會工作者
．開創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景觀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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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公私部門相關計畫參考列表
類別

單位

計畫名稱
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
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社會參與行動論壇
國家記憶庫
在地美．學生活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公部門
中央部會

推展生活美學補助

衛生福利部

推展社會福利補助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村再生實施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小學堂

國家發展委員會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常態補助、專案補助

教育部

大學社會責任
臺北市社區營造點媒合培力計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 Open Green 打開綠生活 2.0

公部門
臺北市政府
各局處

都市再生伙伴行動計畫 UR Partner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藝文補助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臺北市政府產發局

社區園圃推廣補助計畫

信義房屋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財團法人信義公益基金會

共好行動徵選

帝亞吉歐公眾有限公司
私部門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中華電信基金會 X 政治大學廣電系

蹲點台灣

富邦文教基金會

青少年圓夢計畫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想像計畫｜Project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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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初選提案徵件線上 [報名表]內容摘要
— 填寫報名表前的準備 —
 若為團體提案，填寫本表單應為團隊決策者或主要提案人。
 報名表單需要您保留 20 分鐘的時間填寫，請您事先準備好以下資料，以協助自己
快速完成線上表單之填寫。

1｜代表人及團隊基本資料填寫
1-1. 代表人姓名

(作為本次徵件活動聯絡窗口)

1-2. 性別
1-3. 出生年月日

ex. 1988.05.05 (西元年.月.日)

1-4. 找得到人的電話號碼

(手機 + 室內電話)

ex. 「0911555111 ； 02-25555555」。作為聯繫使用，請確認號碼正確性；若無室內電話，只須填寫手機。

1-5. 常使用的電子信箱
1-6. Line ID.

作為重要訊息通知使用，請確認帳號的正確性與容量狀況。

作為即時聯繫使用，無使用 Line 通訊軟體者，請填寫「無」
。

1-7. 居住地 ； 工作地
ex. 填寫 { 新北市板橋區 ； 臺北市中正區} 即 表示居住地為新北板橋區；工作地為臺北中正區。

1-8. 現職 ( 服務單位 / 職稱 )
學生- 請填寫「學校名稱 + 科系所年級」；自由工作者- 請填寫「自由工作者 + 專業類別」；無現職工作者- 請填
寫「無」或 依實際狀態填寫 (如- 退休或待業等) 。

1-9. 團隊人數
ex. 團隊人數若有三人，請填寫「3」

1-10. 與提案相關或將運用於提案之專長
1-11. 隊友資料填寫 ( 無則填寫「無」)
請依照人數，並依照「真實姓名+性別+出生日+現職職稱+居住地/工作地+專長+隊友曾參與之社造相關培力課程(無
者免填) 」填寫

1-12. 請選擇報名類型
(1) 未接觸過社造培力課程，也未有提案經驗之新手
(2) 曾申請近一年相關計畫未獲補助，且未接觸過社造相關培力課程者
(3) 曾參與各縣市社造相關培力課程結業，無提案經驗或提案未獲補助者

12

Be A Doer

1-1｜進階資訊填寫
【類型 1】 未接觸過社造培力課程，也未有提案經驗之新手
直接進入「2｜提案內容填寫」
【類型 2】曾申請近一年相關計畫未獲補助，且未接觸過社造相關培力課程者

1-1-1.

之前提案或補助相關資訊

ex. 請填寫「年份/縣市/主辦單位/補助計畫名稱/提案名稱/實踐場域」
。

1-1-2.

請描述之前提案內容及提案資料

請以中文 100 字數內描述，填寫完後請將提案檔案放置於雲端，並提供雲端連結，供輔導前置參考與準備。

1-1-3.

請描述提案最終未入選的關鍵原因

建議以條列方式簡易說明。

1-1-4. 本次提案是否延續之前的提案內容

(1) 是。 (2) 否。

1-1-5. 本次提案上需要再強化或協助之處
【類型 3】 曾參與各縣市社造相關培力課程結業，無提案經驗或提案未獲補助者

1-1-1. 請填寫曾參與之培力課程相關資訊
ex. 縣市 + 年份 + 主辦單位 + 課程名稱，如有參與不同年度或縣市之培力課程，可依年份排序填寫。

1-1-2. 請描述培力課程之實習內容
ex. 請描述 實習場域 + 內容 + 輔導老師 (無者請寫無)

1-1-3. 請勾選近一年有無參與相關提案申請
選(1)者續答類型 3 之提問。選(2)者續答 1-1-4。
(1) 有，我有提案經驗。 (2) 沒有，目前仍無提案經驗。

1-1-4. 請分享課程結束後迄今未參與提案的主要原因

請以中文 100 字數內簡要說明。

2｜本次提案內容填寫
2-1. 參與本次提案的原因與期待？

請以中文 150 字數內簡要說明。

2-2. 提案想做什麼
請以中文 150 字數內描述這次提案「想做的事」
、「進行的方式」及「連結或參與的對象」
。

2-3. 為什麼想做這件事？
請以中文 300 字數內告訴描述您的提案是重要的，建議可描述「團隊和議題及場域之間的關聯」
、
「為什麼這議題對
這場域中的居民來說是重要的」或「您想透過這次行動方案翻轉、創造或改變什麼」。

2-4. 請介紹提案場域 (提案實踐地點須位於臺北市內 )
請以中文 150 字數內介紹場域之「位置、環境特色、周邊資源等」等。

2-5. 若入選本次之輔導，是否可以全程參與工作坊？
2-6. 除參與工作坊外，每周可投入議題發展及企劃撰寫的時間？
請大約計算每周可投入的總時數

2-7. 請跟我們分享主要從哪裡得知本次提案徵件訊息？
2-8. 最後有什麼問題或什麼話想跟我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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