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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青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 

辦理簡章 

壹、競賽說明 

勇於突破的膽量、放手去搏的青春，積極嘗試的熱忱，幫助

社會的信念是有事青年的態度。輕鬆的聽、有事的想、放肆的

撼動這世界！有事青年的日子不搞屁，拿來搞事！願意不計較

的投入，試著搞些可能翻轉的事，你的「事」，是我們最重要

的事！ 

這次，嘉義市，我們挺有事！ 

 

一、 目的 

《有事青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 

1. 培育下一代具指標性的有事青年為使命。 

2. 幫助青年發揮影響力，正向幫助社會進步。 

3. 連結多方資源，打造跨世代經驗傳承人脈平台。 

 

二、 競賽簡介 

l 10+1 大領域，自選主題，以書面提出你的行動提案。 

l 選出 10 組有事青年，提供行動培育金總額 30 萬元。 

l 連結有事導師培訓資源以及業界代表性人物高強度點評。 

l 媒體採訪及專欄露出。 

l 成果展就是你的實踐行動計畫發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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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案競賽共分 10+1 項主題類組，詳細說明如下。 

編號 主題類別 編號 主題類別 

1 社會公益 6 在地新生 

2 健康運動 7 綠色環保 

3 農業飲食 8 教育創新 

4 高齡樂活 9 智慧科技 

5 文化再造 10 觀光行銷 

11 其他 

l 競賽主題不設限，如內容包含 2個類別以上可以互相融合。 

l 競賽主題如無對應，可以報名選項 11，發揮你無限創造力。 

 

《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提案參考 

提案的城市不限於嘉義市當地，只要符合報名資格，皆可投件參與。

以下案例以《嘉義市》為列舉。 

 

主題案例一：高齡者用藥觀念宣導（如何協助沒有正確用藥觀念的高

齡者用藥觀念提升） 

提案說明：有許多高齡者長期依賴藥物，但觀察下來很多常常都是一

個依賴性，觀念不足，藉此機會深入社區及藥房做藥品觀念的宣導，

盼能降低高齡者對藥物的依賴性。 

 

主題案例二：提供在地表演者表演舞台（如何協助在地樂團有表演舞

台） 

提案說明：嘉義市在地有許多有潛力表演者或樂團，但缺少可以提供

表演的場域讓其發揮，希望藉此機會找出場域號召在地有潛力的表演

者表演，並且成為常態。 

 

*以上為案例僅供參考。 
 

 



 3 

三、 《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獎勵及培育計畫 

(一)  名師點評 

初審以及決賽找來業界具代表性指標人物點評，以自

身豐富的業界經驗，給予提點，一同發掘新生代的優秀提

案。 

(二)  行動培育金補助總金額 30 萬元 

獲選為第一屆嘉義市有事青年的團隊，將獲得第一階

段行動培育金 2 萬元，決賽最高獲得獎勵金 6 萬元。 

(三)  1對 1 有事導師培訓計畫 

與有事導師 1對 1配對，有事導師將透過與團隊緊密

的連結，以分享不同視野、格局及創意實踐的智慧。在培

訓期 50天內，協助團隊線上諮詢服務或可另與導師約面對

面的指導，讓入圍團隊在行動實踐的過程中不孤單。 

(四)  主題式工作坊 2場 

舉辦培訓工作坊，主題含括企劃提案、設計思考、創

新與創造力、解決問題、公關行銷等，從觀念到實戰，全

面加速創意孵化。 

(五)  媒體露出與專訪 

入圍團隊將獲得媒體採訪及露出機會，協助你的行動

實踐計畫做到最具宣傳效益的散布，展現亮麗的出道秀。 

(六)  資訊公告平台 

《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相關資訊於嘉義市政府及

「有事青年節」官網公告。 

 

四、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7月 19 日（日）晚上 11時 59

分截止，逾時即為報名不成功。 

(二)  報名辦法:請至「有事青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頁

面，於資料下載區域，點選我要報名按鈕。請依序填妥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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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辦法內的附件資料按送出即可完成報名。相關活動辦法

依活動官網公告為準，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權利。 

(三)  報名資格 

(1) 年齡限制：團隊成員年齡需為 15 歲至 35 歲之青年。 

(2) 成員限制：可由個人報名或由團體（至多 4 人）報名參

賽，其中需有一名戶籍設為嘉義地區（嘉義市及嘉義

縣），或於嘉義地區（嘉義市及嘉義縣）就學或就業者。 

五、 重要時程摘要 

階段 項目 辦理時間 

公告與報名階段 活動報名截止日 即日起至 109 年 7月 19

日（日）晚上 11時 59 分

止。 

評審與執

行階段 

第一階段 公布進入初審名單 109 年 7月 22 日（三） 

初選面談 109 年 7月 24 日（五） 

公告 10組入圍隊伍 109 年 7月 28 日（二） 

第二階段 培訓及行動計畫說

明會 

109 年 8月 4 日（二） 

行動獎勵金發放期 109 年 8月 11 日（二） 

至 8月 18 日（二） 

50天輔導培訓期 109 年 8月 5日（三） 

至 9月 25日（五） 

培訓課程(2場) 暫訂 109年8月 17日（一） 

暫訂 109年9月 14日（一） 

決賽及頒獎典禮 決賽報告 109 年 9月 27 日（日） 

頒獎典禮 109 年 9月 27 日（日） 

※ 相關時程必要時將視實際執行狀況進行調整，並公告於本計畫官網

及嘉義市政府網站。 

※ 決賽及頒獎典禮如有異動，除公告外亦將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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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查主題及第一階段評分標準 

一、 主題說明 

為了強化在地青年對嘉義市的認識及瞭解，並發展自身

潛能及創意。透過 10+1 項議題：社會公益、健康運動、農業

飲食、高齡樂活、文化再造、在地新生、綠色環保、教育創

新、智慧科技、觀光行銷，或其他未包含在上列的領域，提

供各面向關注議題，融合永續發展的概念，透過活動或其他

作法，提出深植人心，連結在地，提升在地生活品質的提案。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其中一項或各式融合，依據對該領域

目前的認識就相關議題，針對議題發揮創意與自身專長、人

脈、能力等，具體提出改善方法與行動計畫，以助於幫助問

題解決與自我成長，一起共創更美好的城市。 

 

二、 第一階段審查評分項目說明 

(一)  書審 

第一階段投稿報名的團隊，先經由書面資料審查，篩

選出 40隊進入面談初審的隊伍。此階段的評選主要以資料

填寫的完整度為評核的篩選依據。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占比 

資料完整度 
提案內容填寫的完整度。 

（報名團隊、基本資料及相關欄位） 
30% 

創新前瞻性 提案是否夠前瞻，夠有創新作法及規劃。 20% 

可行性 提案可行性評估。 20% 

影響力與效益 
提案可造成之社會影響力層級與程度，

以及相關效益。 
20% 

在地性 
提案與嘉義市之連結強度，此議題是否

對嘉義市有明顯助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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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審面談 

經過書審的團隊將進行初審面談，參賽團隊將以簡報

方式報告「實踐行動計畫」提案，每組以簡報方式報告(簡

報時間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 

並以各評分項目篩選出 10 組團隊進入第二階段的 50

天輔導培訓計畫。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占比 

社會影響力 提案社會影響力的層級與程度。 30% 

可行性 提案可行性評估。 20% 

創新前瞻性 
提案是否夠前瞻，夠有創新作法及規

劃。 
20% 

在地性 
提案與嘉義市之連結強度，此議題是否

對嘉義市有明顯助益。 
20% 

簡報表達及

過去經驗與

能力 

團隊簡報以及過去經歷展現。 10% 

 

三、 其他事項 

(一)  每人不得重複報名。 

(二)  因應個資法，報名者所填寫之個人資料與身份文件僅供本

競賽使用。 

(三)  參賽團隊提案中若有引用他人著作或資料，請註明資料來

源；若使用影像、音樂素材，所有影像及配樂須為原創作

品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影音，或選用「創用 CC」授權音

樂。若有涉及相關法律責任，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擔法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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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品應避免任何違法或違反善良風俗之內容。如發現抄襲

或節錄其他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者，取消

參賽資格並追繳已領得之補助、獎金與獎狀，並應自負相

關智慧財產權等法律問題。 

(五)  為增強入選參賽團隊提案計畫豐富性、完整性及可行性，

主辦單位將安排一名專業導師給予團隊指導。 

(六)  取得培育金之團隊，將有義務協助本活動各形式之經驗分

享與活動推廣。 

(七)  得奬團隊須派團員參加頒獎活動，且配合相關成果展示。 

(八)  參賽團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

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提案內容。 

(九)  參賽團隊應配合本簡章規定時程繳交文件、上傳相關文件

(檔案)及參與相關活動，若繳交參賽作品不齊全或不符規

定者，視同放棄報名。報名後皆不得更換參賽團隊、提案

名稱、團隊隊員姓名，未能配合主辦單位之相關規定者，

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參賽資格及追繳已領得之補助、獎金與

獎狀之權利。參賽團隊應於報名時檢附參賽聲明書。 

(十)  禁止以同樣作品參與其他競賽，避免獲獎後造成爭議。 

(十一)  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相關規

定，每人單次得獎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1,000 元(含)以

上者，主辦單位將依稅法申報得獎人所得，並於年度開

立扣繳憑單予得獎人，凡得獎價值超過新臺幣 2 萬元

（含），依法課徵所得稅，按給付全額扣取 10%。獲獎

者應簽具領據一份，稅額將直接從獎金中扣繳。 

(十二)  本次報名所繳交之文件，不另寄還。 

(十三)  本活動如發生疑義或未盡事宜，於有事青年節官網或嘉

義市政府公告，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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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50天輔導培訓計畫說明 

一、 辦理目的 

為培育嘉義市在地有事青年，在初選階段徵選出 10 組入

選團隊後，除給予行動培育金外，額外為團隊辦理培訓工作

坊及安排導師制度，協助入圍團隊藉由輔導培訓計畫，將提

案實際落實。並藉由與導師的交流，增長視野、充實實作技

能，為嘉義市青年養成扎根。 

 

二、 輔導培訓說明會 

團隊在公告入圍 10 組提案組別時，即可開始執行提案內

容。主辦單位會在公告入圍團隊後，於 109 年 8月 4 日（二）

召開「輔導培訓」說明會，對入圍團隊說明 50天行動競賽的

目的、規劃、導師溝通管道及注意事項。另於當天簽訂相關

文件後，於 109 年 8月 11 日（二）至 8月 18 日（二）發放

2 萬元夢想行動金至各團隊留存帳戶。 

 

三、 工作坊辦理時間及地點 

培訓工作坊至少辦理 2場，邀請專業講師及有事導師針

對提案中所面臨的問題提供面對面指導。目前暫定主題含括

企劃提案、設計思考、創新與創造力、解決問題、公關、行

銷等，從觀念到實戰，全面加速行動計畫養成。 

實際課程安排日期與時間，以《有事青年節》網站公告

內容為主，主辦單位有權變更。 

 

相關辦理的場地及地點暫定如下 

場次 時間 地點 

第 1場次 109年8月 17日（一）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第 2場次 109年9月 14日（一）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註： 

(1) 入選團隊須全員全程參與培訓工作坊，若無故未到將會酌量影響決賽成績。 

(2) 目前時間為暫定，請團隊先預留時間。視主辦單位所需，調整辦理時間後通知。 

 



 9 

四、 導師制度引入 

主辦單位在執行期間，將媒合最適當的導師(名單如網

站)協助團隊執行計畫，各組執行團隊將擁有專屬即時通訊

Slack 軟體，讓學生及導師能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就計畫

進行討論、詢問及指導。此平台也作為主辦單位的資訊通知

平台，讓參與團隊在培訓期間能有順暢的資訊傳遞及溝通管

道。 

 

肆、決賽及頒獎典禮 

一、 決賽 

(一)  辦理日期：109 年 9 月 27 日（日）。舉辦時間與地點敬

請關注《有事青年節》官網，取得第一手訊息。 

(二)  辦理方式： 

每組進行簡報順序抽籤，並依序上台簡報，由評審選拔。 
 

二、 頒獎典禮 

(一)  辦理日期：109 年 9 月 27 日（日）。舉辦時間與地點敬

請關注《有事青年節》活動官網，取得第一手訊息。 

(二)  辦理方式：依序頒發導師感謝狀及參與團隊獎項。 

 

聯絡我們 

嘉義市政府《有事青年節》專案執行團隊為《關鍵評論網》，如有任

何關於「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的問題，請洽以下資訊： 

 

聯絡信箱：2020chaiyi.youth@gmail.com 

聯絡電話：02-6638-5108＃213 余小姐 

聯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5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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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青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 

徵件提案報名表 
參賽

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一、聯絡資料 

隊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單位及職稱   電子信箱   

地址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團隊是否設籍/工作/就學於嘉義縣市 

（團體報名請填寫隊員資料，隊員至多四名）(方便書審篩選) 

隊員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單位及職稱   電子信箱   

地址   

隊員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單位及職稱   電子信箱   

地址  

隊員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單位及職稱   電子信箱   

地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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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內容（以下為填寫範例） 

團隊名稱 我是教育人 提案名稱 引燃青年職人魂 

提案議題 ☐ 社會公益（社會關懷/多元族群）☐ 健康運動 ☐ 農業飲

食 ☐高齡樂活 ☐ 文化再造 ☐ 在地新生 ☐ 綠色環保 

☐ 教育創新 ☐ 智慧科技 ☐ 觀光行銷 

簡介及亮點 

（限 600字內） 

 

 

許多高中生面對未來方向，時常感到迷惘，不知該往哪個方

向走，因此想幫助高一及高二生在選科及未來職業得到方向。 

利用問卷調查，與在地的高中職合作，找出大家較想了解的

職業面向，邀約職人做分享以及線上直播提問，有效幫助學

生得到升學方向及就業資訊。 

預計至少 3場職人分享、5所學校 400 人次宣傳，有效協助

學生得到未來升學及就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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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計畫書 (加一個範例參考) 

（一） 

動機與緣起 

因為自身經驗，在高中時候沒有管道讓我們對於未來的選科

選系還有工作找到方向，身邊也很多朋友出社會後做的工作

跟以前學的都不一樣，因此想幫助高一、高二生找到未來的

理想大學學系以及工作方向，不要重蹈覆轍。 

（二） 

目標需求與問

題說明 

1. 嘉義市高一及高二生。 

2. 高一及高二生常常面臨未來不知道如何選科選系及未來工

作方向，因此欲設計出方法來幫助他們找到未來的方向。 

（三） 

計畫內容與流

程 

1. 設計問卷 

2. 與嘉義市在地學校洽談合作，將問卷撒入學校，取得學生

有興趣想了解的工作面向或資訊。 

3. 邀請職人到校分享或者做線上直播讓學生提問，幫助學生

了解行業面，得到資訊。 

（四） 

預期效益 

透過問卷調查以及職人分享，希望幫助學生得到未來大學及

就業面向資訊，預計舉辦： 

 

1. 3場職人分享。 

2. 5所學校 400 人次宣傳。 

3. 有效協助高中職生得到升學/就業資訊。 

 

（五） 

經費編列 

（行動獎勵金 2 萬元，你預計怎麼使用寫下來？） 

 

團隊訪查交通費 5,000 元 

問卷設計、印製及發放 5,000 元 

職人邀請講師費 10,000 元 

規劃羅列項目可依實際規劃增加項目或頁數。填寫完畢後，請至報名

網頁填寫後送出，即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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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青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 

參賽聲明書 

一、 報名參賽團隊同意參加嘉義市政府(以下稱主辦單位)「有事青

年節：青年實踐行動培育競賽」，並接受主辦單位所提出之競

賽辦法及各項公告、規則與評審結果，若有違反之情事，報名

參賽團隊同意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報名參賽團隊之競賽或得獎資

格。 

二、 參賽團隊保證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料及擁有該參賽作品完

整、合法的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源之權利，絕無侵害他人之著

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或違反一切法令之相關情

事，如有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主單位有權取消

該團隊其競賽或得獎資格，該團隊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三、 為推廣本競賽，所有報名參賽團隊同意於競賽期間所產生之各

項資料，如簡報、計畫書、影片等，其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原

參賽團隊及其指定者，但需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或其指定者，

依其需要為公開播送、公開傳播、重製、出版或在一切相關活

動中為公開發表等利用行為，時間及地點由主辦單位決定，且

所有使用方式及次數均不受限，而授權主辦單位或其指定者使

用範圍僅限於相關計畫推廣使用，不得作營利之使用。 

四、 入選參賽團隊應配合參與主辦單位辦理之培訓課程、決審提案

與頒獎活動等。 

五、 取得培育金之團隊，將有義務協助本活動各形式之經驗分享噢

活動推廣。 

六、 得獎團隊須派團員參加頒獎活動，且配合相關成果展示。 

七、 主辦單位擁有隨時修正競賽相關辦法之權利，並以主辦單位公

告之資料為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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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約定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若因本約定聲

明書涉訟者，則參賽團隊同意以臺灣嘉義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參賽者對於上述一至八項之約定，並無任何異議。參賽團隊瞭

解並完全同意遵守本競賽相關規定及所有約定事項。 

  

此致                                                                                                                        

嘉義市政府 

參賽團隊全體簽章 

成員 1：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成員 2：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成員 3：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成員 4：姓名＿＿＿＿＿＿＿  身分證字號：＿＿＿＿＿＿＿   

 

日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