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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度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社區營造點暨鄉鎮(市)公所行政社造化徵選作業要點 

--------------------------------------------------------- 

一、 依據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依據文化部 109年 1月 22日文源字第 1093002709號函

暨 109年 12月 29日文源字第 1093051575號函「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訂定本(徵選作業)要點，辦

理本縣社區營造點之徵選與後續培力事宜，有效落實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達到社區自主多元發展等目標。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南投縣政府。 

（二）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目標 

（一） 辦理社造點徵選，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110 年度預計徵選出組織健全，具推動社區營造熱忱及潛力，願意

接受社區培力之合法登記立案團體(依「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令

組織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或其他立案民間非營利團體組織)或個人、

學校單位。 

（二） 均衡文化資源，建立文化公民社會： 

以本縣 13鄉鎮市社區為主軸，推動社區營造工作，思考婦幼權益、

性別平等、多元族群、新住民權益、黃金人口參與社區服務、共享

經濟、青銀共創、青年留鄉與回鄉、在地老化、高齡社會、社區產

業開發及合作組織之發展等多元文化議題，以均衡文化資源，落實

文化平權，建立文化公民社會。 

（三） 跨域協力擴大串連，發展互助共好之社造方案： 

鼓勵社區串連各種地方組織與產業，如在地學校、獨立書店、樂齡

學習中心等單位，建立有利於集體參與、共同經營及培育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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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之平臺，並善用轄內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教育推廣空間，串連

文化旅行路線等，發展為在地文化熱點，運用在地文化活化藝文場

館，以達資源共享、共構之效益，發展互助共好之社區創新服務策

略。 

（四） 擴大社造及村落藝文扎根，培育社區營造人才： 

透過因地制宜且循序漸進的人才培育規劃，提升符合社區發展需求

的專業知識及操作技能之人才能力，達成社區營造持續發展之長期

目標。 

 

四、 徵選類型與資格： 

徵選類型 徵選資格 

1. 培力型 (1) 願意接受社區培力之合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組織，社區

營造實施地點必須在縣內之鄉鎮、村里或社區。 

(2) 未曾接受過本局辦理之社區營造點補助者。 

(3) 曾入選本局社區營造點並實際完成 1年度社造計畫之社

區及非營利組織皆可參加。 

2. 進階型 (1) 曾入選過本局社區營造點並實際完成 2年度以上之社區

及非營利組織皆可參加。 

(2) 曾入選 105 至 110 年文化部進階公所(草屯鎮公所、集

集鎮公所、名間鄉公所、仁愛鄉公所)推動公民審議計

畫之「投票大會」方案，且尚未執行之計畫。 

(3) 鼓勵與鄰近社區、非營利團體聯合提案，聯合提案單位

皆需簽署「合作意願書」並須由一社區主導統合與核

銷，整合相關資源，共同推動社區營造。 

3. 學校 (1) 本縣 13鄉鎮之學校、個人。 

(2) 必需與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或非營利組織合作，並簽署

「合作意願書」由該社區負責本案核銷事宜。 

(3) 提案及執行本局計畫時雙方合作單位皆有義務需配合

4.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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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徵選類型之補助內容、補助金額： 

出席。 

5. 議題社群 (1) 為本縣內之合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組織，社區營造實施

地點必須在縣內之鄉鎮、村里或社區。 

(2) 打破行政界線劃分，因議題而組成之社群團體，例如：

新住民協會、文史團隊、平埔族保存協會等。 

(3) 落實由下而上、開放式公民參與的社造理念，由社群團

體共同提出解決社區及社群公共議題之提案。 

6. 公所行政社造化 (1) 以本縣 13鄉鎮(市)公所為提案單位(由公所選擇轄區內

至少 1個以上社區發展協會配合，亦可與村里辦公室結

合)，但限以公所作為提案申請單位。 

(2) 已入選文化部 109-110年社造三期進階型社造計畫之公

所，不可重覆申請補助。 

徵選類型 計畫目標 與補助內容 補助 

金額 

預計入選

數量 

1. 培力型 建立社造基礎觀念、健

全社區組織、鼓勵社區

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為主

要目標。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

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 

最高 15

萬元 

預 計 徵 選

6-12 個社

造點（必要

時 得 依 評

審 意 見 調

整之）。 

2. 進階型 (1) 落實成熟型社區之

社造能力，深化與

運用歷年累積的社

區文化資源，發展

多元化、創意性之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

最高 30

萬元 

預 計 徵 選

4-8 個社造

點(必要時

得 依 評 審

意 見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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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計畫。並發揮

協力角色，帶領其

它社區投入社造行

列為主要目標。 

(2) 鼓勵曾參與 105 至

110 年文化部進階

公所推動公民審議

計畫之「投票大會」

入選且未執行之方

案。 

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 

之)。 

3. 學校 鼓勵本縣學校單位透過

校園課程或學習服務等

資源，結合在地社區組

織共同推展社區議題工

作(如:鄉土教案、母語

教學、文化產業培力

等)。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

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 

最高 20

萬元 

預 計 徵 選

1-2 個社造

點(必要時

得 依 評 審

意 見 調 整

之) 

 

4. 個人 透過個人專業技能與創

意想法，引發社區居民

共同關切參與之事項，

並累積社區相關文化成

果。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

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 

最高 10

萬元 

5. 議題社

群 

鼓勵社群擴大參與討論

公共議題，共同執行及

關心社造工作。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

最高 10

萬元 

預 計 徵 選

1-2 個社造

點(必要時

得 依 評 審

意 見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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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助項目及內容： 

提案單位務必先辦理社區相關會議，共同決議本計畫之社區營造主軸工作。

完成下列社區營造工作事項。 

1. 基本項目：任選，至少需達成一項。 

2. 加分項目：依各提案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入選本局之社區營造點後，請務必執行項目。 

 

（一） 「培力型」、「進階型」、「學校」、「個人」、「議題社群」之社造點： 

1. 基本項目：任選，至少需達成一項。 

基本項目【擇一項或多項辦理】 

項

次 

基本項目 內容說明 

1.  在地文化

資源普查

與運用 

1. 鼓勵居民進行社區相關的人、文、地、景、產各項訪查或文

化資源調查相關工作，發掘社區獨特性資源。 

2. 進行文化資源調查相關培力研習課程或工作坊，培育社造人

才。 

3. 運用科技工具與技術，將文化資源調查之相關成果資料，進

行系統性的彙整(整理與紀錄)，累積在地文史基礎資料。 

單位意願辦理。 

(3) 務必執行項目。 

之)。 

6. 公所行

政社造

化 

鼓勵提出鄉鎮層級社造

文化行動方案，並規劃

公開透明及民眾參與機

制，引動社區居民擴大

參與討論公共議題，共

同執行及關心社造工

作。 

補助內容：請參考「補

助項目及內容」表。 

(1) 基本項目：至少

需達成一項。 

(2) 務必執行項目：

辦理「鄉鎮市社

造推動或工作小

組」。 

最高 20

萬元。 

預 計 徵 選

1-2 個鄉鎮

公所(必要

時 得 依 評

審 意 見 調

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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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目【擇一項或多項辦理】 

項

次 

基本項目 內容說明 

4. 發掘社區特色及社區公共性議題，或以社區文化資產、祭儀、

慶典、教學之調查保存為媒介，激發社區共同參與討論，進

而善盡社區守護文化資產之責任。 

2.  傳承在地

藝術 

針對社區傳統文化、技藝、建築、工藝、音樂及戲曲、舞蹈、劇

場、民俗藝陣等不同形式之地方特殊文化藝術，進行文化傳承(研

習課程)與保存紀錄工作。 

3.  社區刊物 透過社區地圖、社區繪本、社區報、電子報、摺頁等社區刊物的

發行，作為與社區居民溝通的窗口與媒介，發掘社區故事，藉此

引發居民參與社區營造，提升居民表達及關心在地公共性議題的

意願。 

4.  社區劇場 透過「社區劇場」形式，帶領社區民眾關切社區議題(生活故事、

特殊景點、在地歷史、重大事件及傳說故事等)，並於劇場演練

過程中，進行反思與展現社區在地故事與文化。 

議題討論發展(編撰)社區戲劇文本表演訓練(反思)表現

(交流與激盪)。 

5.  社區影像 從社區公共議題中發掘拍攝主題，進行影像資料採集工作，並運

用拍攝、後製剪輯技術等，呈現社區影像成果，作為與社區居民

交流分享、討論之學習教材及公共議題討論之資源。 

6.  社區文化

產業 

1. 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共同推動與發展社區型產業。 

2. 可建立在地文化產業之討論平台，辦理社區文化產業相關會

議、工作坊或課程，與社區民眾一起構思、調查、研發、創

作及開發社區文化產業產品。 

3. 針對社區文化產業進行形象塑造與行銷，結合社區生活和在

地文化特質與故事性，進行產品行銷文案撰寫、品牌建立或

行銷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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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目【擇一項或多項辦理】 

項

次 

基本項目 內容說明 

7.  社區文化

深度之旅 

為創造社區參與的多樣性，由社區整合既有社區資源，檢視社區

內部的文化與生產條件，發展社區文化深度之旅，應具備導覽解

說人才、遊程規劃能力，並結合地方自然生態與人文資源，如：

動植物、地方文化館、歷史建築、特色體驗活動、歲時節慶及周

邊等，規劃出具在地性的社區文化體驗遊程，並以未來朝向自主

營運的模式發展。 

8.  多元族群 針對社區之新住民、原住民或客家人等族群，辦理社造相關研

習、活動等交流平台，鼓勵多元族群投入社區公共事務，促進彼

此交流與解決問題，累積在地與多元族群之文化資源。 

9.  社區能源 針對社區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進行環境改善與教育、資(能)源再

生相關教育推動計畫等，如:綠色能源、能源再生、節能減碳等

環境議題之研習、座談、討論或實作等手段，引導社區居民關切

公共議題，期以凝聚社區人文與環保意識，提高社區生活居住品

質。 

10.  食農教育 規劃「食農教育」相關培育或活動計畫，帶領學子或社區居民體

驗在地文化、農業生產及食物烹飪，培養簡單的耕食技能，並透

過體驗的過程，觀察及認識社區環境與農村樣貌，提升社區居民

對社區土地的情感，創造社區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11.  公民審議 為提高社區對於公共議題與政策的參與，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操作

方法，讓社區居民共同討論計畫、具體方案，由居民提案與投票

決定預算如何運用，促進社區公眾對公共議題能夠廣泛的參與、

理解以及討論 

12.  其它 未列上述之工作項目，足以引發社區居民共同關切、共同參與之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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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分項目： 

計畫內容若符合下述項目，將由評審委員依實際情況給予加分： 

(注意:各提案單位若勾選下列「加分項目」，請務必納入計畫工作項

目，應在提案計畫書內詳述說明執行方式與內容，故請斟酌考量計

畫期程與社區人力是否可負荷多項「加分項目」工作。) 

加分項目【依提案單位意願辦理】 

項

次 

加分項目 內容說明 

1.  辦理社造點成果展 透過動靜態方式，展現今年度社區營造累積之成

果，擴大社區民眾參與活動，達到認識社區之實

效。 

2.  辦理區域型或跨域型社

造點成果展 

1. 鼓勵同一鄉鎮內的社區，共同合作辦理「區域

型成果展」，透過各社區分工與合作，達到資

源整合與擴大行銷推展社造成果之效益。 

2. 或單一社區可跨域村里、組織、多元族群等，

辦理「跨域型社造點成果展」，擴大社區民眾

參與活動，達到認識社區之實效。 

3.  進行公共性議題及關懷

多元族群文化 

關注多元族群文化議題或發展多元文化交流課

程，擴大不同族群參與社區營造之管道。 

4.  發展鄉土教案、引動民眾

參與建構在地知識 

運用過往文史調查成果與轄內各級學校、圖書館、

文史工作室、社區組織、藝文空間、獨立書店、村

里辦公室、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或社區大學

等，共同發展鄉土教案，引動民眾討論認識在地知

識，建構地方學習網絡。 

5.  推廣社區母語 透過多元方式推廣在地社區母語，擴大引發更多居

民共同參與的在地行動等。 

6.  擴大「黃金人口」參與 1. 「黃金人口」定義:55 歲以上之中高齡者，可

再參與社區服務及文化傳承者。 

2. 運用黃金人口豐富人生經驗、專業技能等，活

化社區動能，傳承社區傳統技藝、記憶，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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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項目【依提案單位意願辦理】 

項

次 

加分項目 內容說明 

黃金人口有更多社區參與機會，重新尋求人生

價值定位及社會存在認同感。 

7.  擴大「青年」參與 提供青年學子參與社造之管道，其工作議題足以引

發社區居民與青年學子共同關切、共同參與之事

項。 

8.  擴大「議題社群」參與 鼓勵在地「社群」組織參與社造行列，共同合作計

畫或推動其它社區重點議題之行動方案。 

9.  針對社造資源挹注較少

處村里進行擾動（如附

件） 

(1) 邀請空白區村里參與社造點活動或舉辦活動

在空白區村里。 

(2) 舉辦各項社造說明會、讀書會、活動、藝文相

關課程或其它相關內容，分享資訊給社造資源

挹注較少處之村里。 

(3) 邀請本局或公所共同協力，共同執行資源挹注

較少處之村里擾動。 

10.  善用地方文化館舍(如附

件)或與其他單位跨域串

聯，辦理相關行動方案 

1. 善用轄內博物館、地方文化館資源或與其他單

位跨域串聯，規劃文化旅行路線等，發展為在

地文化熱點。 

2. 運用在地文化、人力支援，豐富與活化藝文場

館，以達資源共享、共構之效益。 

11.  參與本局文化社造員培

訓 

曾參與本局文化社造員培訓，並具有文化社造員證

書者，納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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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務必執行項目：入選本局之社區營造點，請務必執行下列工作

事項。 

務必執行項目 

項

次 

項目 內容說明 

1.  填寫社區人力

服務時數表 

依文化部補助作業要點規定，受補助單位得填報「居民

回饋服務時數」，其計算方式:核定金額/每小時基本 800

元=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格詳附件。 

2.  填寫黃金人口

資料表 

為鼓勵社區黃金人口投入社造行列，期透過填寫黃金人

口資料表，落實建立人力資源庫，作為社區發展之基礎

資源，表格詳附件。 

3.  期中、期末更新

文化部臺灣社

區通網站 

於「文化部臺灣社區通」網站註冊，並於期中與期末報

告時，將社區營造、社區特寫、相關圖片、文字介紹等

電子檔上傳至台灣社區通網站，以達推廣與行銷效益。

辦理結案核銷時，應檢附該網站之貴會社造成果相關頁

面資料。台灣社區通網站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 

4.  產出具故事性

或文化性之社

區數位素材 1筆 

為提升公眾近用效益，展現計畫所產生之效能，請各社

區營造點配合本局社造專輔中心之輔導過程產出具故事

性或文化性之社區數位素材 1 筆，並協助提供社區數位

素材相關圖文資料(包含相關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或授權

證明文件)，俾利本局社造專輔中心進行登錄文化部網站

作業。 

5.  規劃防疫配套

措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嚴峻，為避

免群聚感染及維護社區健康，請各提案單位於規劃、辦

理提案計畫時，隨時視疫情發展走向，確實依據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及措施等就提案計畫調

整、人員配置及物資管理等其他相關防疫配套措施納入

提案計畫規劃中，並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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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所行政社造化 

提案公所需達成「務必執行項目」，並辦理「基本項目」至少 1 

項。 

項次 項目 內容說明 

基本

項目

(任

選，至

少 1

項) 

公民審議 為提高社區對於公共議題與政策的參與，透過參與式預

算的操作方法，讓社區居民共同討論計畫、具體方案，

由居民提案與投票決定預算如何運用，促進社區公眾對

公共議題能夠廣泛的參與、理解以及討論。可參考文化

部公民審議操作流程：(1)進入社區→(2)訂定時程→(3)

宣傳→(4)志工培訓→(5)公民大會→(6)方案規劃→(7)表

決大會→(8)方案執行。 

加強擾動空

白區(資源挹

注較少)村里 

請各鄉鎮市公所對轄區內各社區進行社區擾動，並加強

擾動空白區(資源挹注較少)村里，如附表，進行社區營

造相關計畫。 

辦理社造相

關研習課程

或工作坊 

辦理文化相關議題之社造課程、工作坊、討論會等，培

育公所人員社造基礎觀念。或加強辦理「公民審議」研

習，規畫執行過程之公開透明及擴大民眾參與機制。 

辦理社造年

度成果展 

整合公所社造平台，結合當地社區組織辦理社造年度成

果展。 

跨域合作 引進外部資源，結合學校、研究單位或各類民間組織之

力量，共同協力社區永續經營。如釋出公所的空間引導

社造團體進入，串連地方文化館，並廣邀青年、民眾、

社區、學校、議題社群或各類組織團體等，共同討論及

執行地方生活文化行動方案。 

社區成果數

位化，建立相

關資料庫 

運用現代科技媒體工具與技術，將社區營造歷年成果進

行系統性的盤點與記錄，完成階段性的數位化保存工

作，作為日後本縣「在地知識數位公共化」之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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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說明 

其它 其它(上述未列但與社區營造有關，可啟發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關切，共築社區願景之計畫事項) 

務必

執行

項目 

成立「鄉鎮市

社造推動或

工作小組」。 

建立社造工作小組整合平台機制，或公所內部社區營造

小組，輔導公所各單位人員社造觀念，召開內部工作會

議。 

填寫「社區人

力服務時數

表」 

依文化部補助作業要點規定，受補助單位得填報「居民

回饋服務時數」，其計算方式:核定金額/每小時基本 800

元=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格詳附件。 

填寫「黃金人

口資料表」 

請填寫黃金人口資料表，落實建立人力資源庫，作為社

區發展之基礎資源，表格詳附件。 

產出具故事

性或文化性

之社區數位

素材 1 筆 

為提升公眾近用效益，展現計畫所產生之效能，請各社

區營造點配合本局社造專輔中心之輔導過程產出具故事

性或文化性之社區數位素材 1 筆，並協助提供社區數位

素材相關圖文資料(包含相關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或授權

證明文件)，俾利本局社造專輔中心進行登錄文化部網站

作業。 

規劃防疫配

套措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嚴峻，為避

免群聚感染及維護社區健康，請各提案單位於規劃、辦

理提案計畫時，請隨時視疫情發展走向，確實依據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及措施等就提案計畫調

整、人員配置及物資管理等其他相關防疫配套措施納入

提案計畫規劃中，並確實執行。 

 

七、 提案輔導規定 

請各提案單位務必參與本局「提案輔導課程」，才符合提案徵選資格。 

（一） 「培力型」、「進階型」、「議題社群」類別之社造點，皆須參與提案

輔導至少 1小時。 

（二） 每單位需指派 1-2 位成員全程參與，計畫主要執行者須參與培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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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三） 輔導時段於 4至 5月公告，請洽 110年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旅讀台

灣發展促進會，楊睿歆小姐 04-22354735)預約輔導時間。 

 

八、 實施方法與步驟： 

（一） 公布「110 年社區營造點暨鄉鎮(市)公所行政社造化徵選作業要

點」。 

（二）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避免群聚感染，提案說明會以線上參與方

式辦理。 

（三） 請提案單位務必參與本局「提案輔導」至少 1 小時，才符合提案資

格。輔導時段：暫定 110 年 4 至 5 月期間辦理，請洽 110 年南投縣

社造專輔中心(旅讀台灣發展促進會，楊睿歆小姐 04-22354735)預約

輔導時間。 

（四） 受理提案： 

1. 各提案單位應於本 110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以郵戳為憑)下午

17:30前完成報名，檢送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乙式 8 份、及電

子檔光碟乙份，採 A4直式橫書，左側裝訂。 

2. 申請單位應附本局「提案輔導」時數證明。 

3. 其它應檢附文件，詳「提案資料查核表」。 

4. 為建立提案計畫之長遠宏觀視野，並同步提報下一階段接續兩年

之發展願景，請各申請單位應提出 1年經費預算(110年)和 2年

發展計畫（民國 110-111年），以供進行整體審查。 

5. 各申請單位應寄送或親送達本局推廣科簡志育先生收（逾時不予

受理），信封請註明「110 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

畫徵選」。 

（五） 徵選審查作業 

1. 初審： 

(1) 由本府文化局進行文件審查，資料短缺或不符者，請於本局

通知後盡速補件，逾時未補齊者，視同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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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審通過者，由本局排定複審(簡報)作業時間，另函通知複

審評選會議時間、地點，及相關應備簡報資料等事宜。 

2. 複審： 

(1) 由本局成立「110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徵選

評審小組」，聘請 5-7位評審委員組成，並邀請本縣各局處社

區營造相關業務單位指導，評審委員應簽署利益迴避書，依

各提案計畫內容、具體性與未來性等，進行評選作業。 

(2) 本局必要時依照評審委員意見酌予增刪社造點入選數量，審

查通過後，簽陳本局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 

(3) 各參選單位務必請配合本局安排之相關審查作業時程，未到

者視同棄權，為確保評審作業之公平性及保密性，相關人員

應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3. 公佈評選結果： 

通過評選之社造點及鄉鎮市公所，由本局正式寄發通知信函。

並需配合執行本局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及參與各項培訓課程及輔

導。 

4. 審查基準及分項權重： 

(1) 計畫可行性與創新度(25%) 

(2) 社區居民共識凝聚參與程度及組織健全程度(25%) 

(3) 提案計畫之完整性及對社區議題掌握能力(25%) 

(4) 長期願景規劃及機制(5%) 

(5) 歷年行政配合度(10%) 

(6) 現場簡報(10%) 

 

九、 經費核定及補助經費編列相關規定： 

（一） 本補助經費採競爭型機制 

必要時得依評選或本局意見調整補助金額及鄉鎮市點數量。 

（二） 徵選數量與補助經費上限 

 徵選類

型 

徵選數量 

(必要時得依評審意見調整之) 

補助經費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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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選類

型 

徵選數量 

(必要時得依評審意見調整之) 

補助經費上限 

1.  培力型 預計徵選 6-12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15萬元為限 

2.  進階型 預計徵選 4-8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30萬元為限 

3.  學校 預計徵選 1-2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20萬元為限 

4.  個人 預計徵選 1-2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10萬元為限 

5.  議題社

群 

預計徵選 1-2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10萬元為限 

6.  公所行

政社造

化 

預計徵選 1-2個社造點 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20萬元為限 

 

（三） 補助款專款專用： 

1. 本補助款項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若需要變更，須以

書面函知本局，經本局同意後，始可變更。  

2. 計畫因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執行或於年度計畫辦理結束後，針對核

定補助之經費尚有剩餘款項，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3. 當年度各項執行經費只限於原訂申請補助之項目內，個別勻支流

用，其調整幅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事前報請本局核准，惟

人事費不得與其他預算科目勻支流用。 

4. 修正計畫經報本局核准後，如遇不可抗力天然災害、流行疾病疫

情或其它經本局同意之特殊因素等，致有變更之必要者，應向本

局申請展延或變更計畫，並經本局核准後實施，如因進度及實際

需求，得不受分期請款之限制。 

5. 計畫內容如對整體文化政策推動有重大助益或具時效性者，或臨

時性緊急提案，本局得斟酌年度經費情形，由本局首長或其授權

人專案核定。 

 

（四） 結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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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點及公所應於計畫結束後 15日內，檢送期末報告書連同電

子檔與全案憑證辦理核銷（另函通知），依據審計部規定相關憑證應

自行備份影印或掃描存檔至少 3年。 

 

（五） 補助限制與經費編列原則 

項目 經費編列原則 

不補助

項目 

1. 本計畫不補助資本門，各受補助單位不得將其用於網站建置、公

共設施、房屋建築及購置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金額在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之設備，如電腦、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錄影機、

通訊設備、網路設備、燈光、音響器材各項電腦軟體及硬體設施

等購置及施作等資本門支出。 

2. 本計畫不補助計畫主持人及專案助理、人員固定薪資經費。 

3. 本計畫不補助獎金、獎品及紀念品、固定水電費用等項目，請自

籌配合款辦理。 

4. 社區組織執行社區相關計畫時，不得支領演出費。 

人事費 1. 人事費合計不得超過補助(核定)經費三分之一。 

2. 臨時人員工資費(含行政、臨時工資)： 

(1) 每小時不得低於勞基法最低工資標準 160 元。 

(2) 每人每日(8 小時)不得超過新台幣 1,280 元。 

(3) 核銷時檢附印領清冊，註記工作日期、工作起迄時間、工作

內容、工資金額、人員簽到。 

授課講

師鐘點

費 

1. 內聘講師(例如協會內部人員)每小時為新台幣 800 元，外聘講師

每小時為新台幣 1,600 元為上限。 

2. 核銷時請檢附課程表、註記講師、授課日期、實際授課起迄時間

表、課程內容及照片。 

訪談費 1. 訪談者與受訪談者(耆老、達人)可支領訪談費，以每人每場計算，

酬勞支給參照「臨時人員工資費」。 

2. 核銷時檢附印領清冊，註記工作日期、工作起迄時間、工作內容、

工資金額、人員簽到 

印刷費 1. 註明單價及數量(核銷時請檢附所印刊物成果 1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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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經費編列原則 

2. 為擴大宣傳請於相關文宣資料中，於適當位置註記「廣告」，並

以部徽、圖案、文字或影音資訊等標示如下。 

指導單位：             文化部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貴(社區)單位全銜 

協辦單位：貴(社區)單位之相關合作單位全銜 

編輯費 1. 撰稿費：每千字 600 元 

2. 編輯費：每千字 400 元 

3. 校對費：按稿酬 5%-10%支給 

材料費 註明品名、數量及單價(不得以一式為單位，請列出所需材料內容) 

誤餐費 依實際需要酌予支出，應檢附人員簽到簿，每人以 80 元為限 

茶水費 限每人每場不得超過 20 元。 

交通費 1. 限用於執行本案計畫所產生之國內旅費、觀摩參訪交通費、成果

展交通費、運費，並經本局審查核定計畫者為限，請依本局「國

內出差旅費標準表」辦理。 

2. 參與本局期末成果展若在本計畫有編列遊覽車費用者，本局將不

再重覆補助期末成果展交通費。 

3. 「國內旅費」請依高鐵、台鐵、公民營汽車票價計算(搭乘計程車

之費用不得報支)應檢據核實報支，請檢附票根憑證或發票、領

據，並請提供辦理何種事宜、日期及時間、來回地點。 

4. 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或收據核結。 

5. 不得請領出差膳雜費。 

場地租

借費 

1. 限以執行計畫用於活動辦理或研習場地，以實際計畫需要酌予支

出，並不得租用固定辦公處所。 

2. 場地租借費行政機關及學校單位最高上限一日為 6,000 元、民間

場地租借最高上限一日為 4,000 元。 

3. 核銷時請檢附收據憑證，並請提供當日場地租借之佐證資料(活

動名稱、辦理日期及起迄時間、照片、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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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經費編列原則 

雜支費 1. 雜支編列以不超過總經費 5%為限   

(例如總計畫為 10,000 元，5%即為 500 元，請勿超過 500 元)。 

2. 雜支費包含郵資費，限以執行計畫單位聯繫、文件來往郵寄為主。 

3. 如編列固定水電費用，請自籌辦理。 

自籌款 1. 申請計畫單位應編列自籌款，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相關規定，本縣規定自籌款為 14%。 

2. 自籌款公式算法為本局核定經費÷86×14=自籌款，例如計畫核定經

費為 30 萬，30 萬÷86×14=48,837，因此編列自籌款不可低於 48,837

元。 

所得及

補充保

費扣繳 

人事費、鐘點費、出席費、臨時工資、稿費等等各項個人所得部分，

應依財政部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辦理所得扣繳，並檢附「所

得扣繳歸戶切結書」。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全

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之規定，代扣繳二代健保

之補充保險費。 

 

十、 計畫執行期程及經費撥付方式： 

（一） 執行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0年 10 月 31日止。（計畫期程結束

仍需配合本局年度成果展展演及核銷作業至 12 月底止）。 

（二） 撥付方式：配合文化部撥款規定，補助款分三期撥付（皆另函通知） 

期別 申請撥款檢附文件 備註 

第一期款 入選社造點完成計畫書修正後，函送 3份修正

計畫書，送本局准予備查後撥付。 

經審查無誤後

撥付總經費 30% 

第二期款 入選社造點通過期中審查，檢附「台灣社區通」

更新資料、期中報告書、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 

經審查無誤後

撥付總經費 40% 

第三期款 入選社造點通過期末審查，檢附「台灣社區通」

更新資料、期末報告書、核定金額之(正本)原

始憑證、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並完成參與本

局社造成果展 

經審查無誤後 

撥付總經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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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請款 公所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免附原始憑證，公

所應附「全案收支決算明細表」、「納入預算證

明」、「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另函文通知。 

經審查無誤後

依規定撥付經

費 

 

十一、 配合事項： 

（一） 受補助之計畫不重複給予補助： 

1. 基於避免資源重複補助原則，同一申請單位之同一案件已獲文化

部、美學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本縣府所屬機關經費補助者，本局不再補助。若經查

受補助單位確實重複取得補助款，本局將取消補助並收回已撥付

之款項。 

2. 受補助單位對補助款之運用，應本誠信原則，如有未依補助用途

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負相關法律責任，及繳回部分或

全部之補助經費外，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對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

年。 

（二） 入選單位應配合事項： 

1. 須參加本計畫辦理有關社造會議及教育訓練課程及活動，並完成

計畫執行上各項要求。社區參訓狀況，將列入下年度補助經費之

評選考量 

2. 並應配合本計畫辦理「社區營造聯合成果發表會」，各入選營造

點之出席情形，本局將列入下年度之審查考核依據。 

（三） 行政管考： 

本局於計畫執行期間負有監督職責，本局對各補助計畫之執行得隨

時進行查核，必要時得要求受補助單位提出計畫執行狀況之報告。

主辦單位將依據實際情況安排期中、期末訪視，聽取計畫執行進度

報告，各社造點應依計畫內容準備簡報。 

（四） 取消補助： 

1. 執行提案單位執行計畫期間，若執行層面與企劃內容落差過大，

以致影響整體工作推動，經本局函請要求改善，仍未改善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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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得依相關規定停止或撤銷該補助計畫。 

2. 經核定之補助案，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若有計畫執行、參與

配合情況不佳、成果資料繳交狀況不佳等，經本局函請要求改善，

仍未改善與交件者，本局得撤銷該補助計畫，必要時得追回部分

或全部補助款項，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五） 著作權之規範： 

本計畫補助之各項紀錄作品（含照片、影像、紀錄片等）、劇本、文

字紀錄、書籍及影音資料等著作權，由文化部、本局及創作單位共

有，文化部、本局及其授權單位得用於非營利、公益用途，宣傳本

計畫成果及各地文化特色發展之各項教育推廣、書籍出版、媒體應

用、網路行銷、戲院播放等活動，原創作單位需同意無償提供文化

部與本局轉載擷取部分(非營利性質使用)，不得對上述各機關行使

著作人格權，並得視需要修改其內容。 

（六） 本計畫補助製作之宣傳(導)品製作： 

本計畫補助出版之書籍、社區地圖、導覽手冊及相關出版品等，印

刷前應送本局審查，並依本局建議之規格型式製作。應於適當處標

示「廣告」字樣，並應標示「指導單位:文化部、南投縣政府、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文字和 LOGO；主辦單位: 貴社區發展協會；協辦單

位：貴社區合作單位，如下： 

指導單位：                文化部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貴(社區)單位全銜 

協辦單位：貴(社區)單位之相關合作單位全銜 

 

（七） 保險事宜： 

受補助單位辦理各項研習、會議、活動，請為相關參與人員妥善辦

理各項保險事宜。 

（八） 活動宣傳 

受補助單位辦理記者會、開幕、成果展等宣傳時，應於活動前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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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文通知本局。 

（九） 其他規定未盡事宜，依實際情況由本局說明及要求，本須知自公告

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附件資料： 

（一）提案計畫書格式。 

（二）申請單位應檢附相關文件 

1.辦理社區討論會議或社區理監事工作會議相關證明資料 

2.合作意願書 (申請單位若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計畫，請檢附) 

3.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4.講師合作意願書 

5.檢附組織立案證明影本 

6.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 

7.應附參與本局「提案輔導」時數證明，才具提案資格 

8.提案資料查核表 

（三）附件- 

1.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 

2.黃金人口資料表 

3.南投縣無社造資源挹注和低社造資源挹注村里名單 

4.南投縣公私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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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縣 110 年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社區營造點徵選計畫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實施期程：110 年核定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申請單位：○○○○○○○○ 

合作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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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業 
－社區營造點計畫綜合資料表 

                                          計畫編號： 
社區營造點計畫綜合資料表 

計畫名稱  

新興單位 （未曾接受本局補助之社區或單位）    □是          □否 

徵選類別 

□培力型 

□進階型 

□學校 

□個人 

□議題社群 

申請單位 

名  稱  

負責人  立案字號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E-mail  

申請單位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E -mail  

實施期程  民國 110年核定日至 110年 10月 31日 

計畫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元 

自籌經費 
(註:自籌款公式算法為:本局核定經費÷86 X 14=

自籌款，例如本局核定經費為 30萬，30萬/86 X 

14=48,837，因此編列自籌款不可低於 48,837元。) 

           元 

總經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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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點計畫綜合資料表 

社區人力服務時數 

(註:核定金額/每小時基本 800元=社區人力服務時數) 
小時 

計畫內

容項目 
(請依提

案情形勾

選) 

基本項目 
(至少達成

一項) 

□在地文化資源普查與運用   □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傳承在地藝術             □多元族群 

□社區刊物                 □社區能源 

□社區劇場                 □食農教育 

□社區影像                 □公民審議 

□社區文化產業             □其它          

加分項目 

□辦理社造點成果展 

□辦理區域型或跨域型社造點成果展 

□進行公共性議題及關懷多元族群文化 

□發展鄉土教案、引動民眾參與建構在地知識 

□推廣社區母語 

□擴大「黃金人口」參與 

□擴大「青年」參與 

□擴大「議題社群」參與 

□針對社造資源挹注較少處村里進行擾動（如附件） 

□善用地方文化館舍(如附件)或與其他單位跨域串聯，

辦理相關行動方案 

□參與本局文化社造員培訓 

務必執行

項目 

1. 期中、期末回填「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 

2. 期中、期末回填「黃金人口資料表」。 

3. 期中、期末更新「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資料。 

4. 產出具故事性或文化性之社區數位素材 1筆 

5. 規劃防疫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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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點計畫綜合資料表 

（上述工作事項，請條列式簡要說明） 

單位主管 姓名 職稱 聯絡資訊 

本計畫主管 謝坤宏 科長 
電話：049-2231191#301 

mail：ntfd202@mail.nthcc.gov.tw 

本計畫承辦人 簡志育 科員 
電話：049-2231191#309 

mail：nicklas@mail.nthcc.gov.tw 

本計畫助理人員 林香君 專案助理 
電話：049-2231191#307 

mail：h0985363048@gmail.com 

本計畫助理人員 李盈儒 專案助理 
電話：049-2231191#311 

mail：kiki77233@mail.nthcc.gov.tw 

 本局地址：54064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申請單位過去三年接受各級政府單位補助之情形調查表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註：本表請加蓋協會關防、表格不敷使用可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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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業徵選計畫書 

計畫名稱:○○○○○○○○○○○○○○○○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目標 

一、 年度計畫欲達成的目標。 

二、 請說明社區 2年(110-111 年)願景發展與規劃。  

 

參、 社區(單位)簡介 

請敘明社區概況與在地資源特色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二、 主辦單位： 

三、 協辦單位： 

四、 組織分工： 

請說明執行年度計畫的工作人員，並應確實依據工作任務執行相關工

作。 

組織分工表 

姓名(負責人) 職稱 計畫工作職掌 備註 

    

    

    

    

    

    

(表格請增列)    

 

伍、 實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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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項目(請依提案情形勾選) 

基本項目 
(至少達成

一項) 

□在地文化資源普查與運用   □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傳承在地藝術             □多元族群 

□社區刊物                 □社區能源 

□社區劇場                 □食農教育 

□社區影像                 □公民審議 

□社區文化產業             □其它          

加分項目 

□辦理社造點成果展 

□辦理區域型或跨域型社造點成果展 

□進行公共性議題及關懷多元族群文化 

□發展鄉土教案、引動民眾參與建構在地知識 

□推廣社區母語 

□擴大「黃金人口」參與 

□擴大「青年」參與 

□擴大「議題社群」參與 

□針對社造資源挹注較少處村里進行擾動（如附件） 

□善用地方文化館舍(如附件)或與其他單位跨域串聯，辦理相

關行動方案 

□參與本局文化社造員培訓 

務必執行

項目 

1. 期中、期末回填「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經本局核定計

畫後，請各單位平時落實社區人力服務時數簽到，並將累

計之資料表於期中、期末繳交。 

2. 期中、期末回填「黃金人口資料表」：經本局核定計畫後，

請各單位調查黃金人口資料，並將累計之資料表於期中、

期末繳交。 

3. 期中、期末更新「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資料：應於「文

化部臺灣社區通」網站註冊與更新資料，並於期中與期末

繳交報告時，檢附該網站之貴會社造成果相關頁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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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請款作業。台灣社區通網址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 

4. 產出具故事性或文化性之社區數位素材 1筆：為提升公眾

近用效益，展現計畫所產生之效能，請各社區營造點配合

本局社造專輔中心之輔導過程產出具故事性或文化性之

社區數位素材 1筆，並協助提供社區數位素材相關圖文資

料(包含相關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或授權證明文件)，俾利本

局社造專輔中心進行登錄文化部網站作業。 

5. 規劃防疫配套措施：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武漢肺

炎)疫情嚴峻，為避免群聚感染及維護社區健康，請各提

案單位於規劃、辦理提案計畫時，請隨時視疫情發展走

向，確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及措施

等就提案計畫調整、人員配置及物資管理等其他相關防疫

配套措施納入提案計畫規劃中，並確實執行。 

 

 

一、 請詳細說明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與執行方式。 

備註:計畫欲執行的工作內容，應與「計畫綜合資料表」、「經費概算

表」對應。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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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施期程與工作執行進度 

 

110年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0年 10月 31日止。 

計畫執行進度表 

工作

項目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表格請

自行增

列) 

       

        

        

        

        

        

 

捌、 預期成果及效益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及效益 

範例:辦理社區導覽解說培

訓課程 

辦理社區導覽解說培訓課程 12場(12小

時)，每場參與人數約 20人 

範例:編輯社區導覽手冊 產出社區導覽手冊 1式，印刷 100本 

(表格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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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經費概算表 

南投縣 110年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業要點經費概算表 

1.本局補助款： 舉例: 150,000  元整（核定經費）。 

2.自籌款： 24,420 元整。(公式算法為核定經費/86 X14=自籌款） 

3.總計： 174,420   元整。（補助款加上自籌款） 

 

                                                                         單位：元 

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1.人事費 
1. 人事費不得流用至業務費 

2. 不得超過補助經費 1/3 

舉例:臨時人員工作費 小時 120 160 19,200 舉例:田野調查、資料記錄撰寫 

舉例:臨時人員工作費 小時 20 160 3,200 舉例:成果展臨時工作人員 

小   計 22,400  

2.業務費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舉例:外聘講師-社區導覽

解說培訓課程鐘點費 
小時 12 1,600 19,200  

舉例:內聘講師-社區資源

踏查課程鐘點費 
小時 6 800 4,800  

舉例:印刷費-社區導覽手

冊 
本 100 120 12,000 

A5彩色雙面列印加裝訂，約 30

頁 

舉例:餐費      

舉例:訪談費      

舉例:撰稿費      

舉例:保險費      

小   計   

3.業務費-交通費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舉例:租賃遊覽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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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小   計   

4.業務費-材料費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舉例:研習課程或活動需

使用材料 
     

小   計   

5.業務費-雜支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數 

說明 

(不得超過全案經費 5％) 

舉例:郵資、文具等      

小   計   

合  計   

註：表格不敷使用，自行增列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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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經費需求表 

南投縣 110年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業要點經費需求表 

                                                             單位：元              

項 目   
文 化 局 補 助 款 

(核定經費) 
社 區 配 合 款 

(自籌款) 合 計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說 明 

1.人事費                                                               

(範例) 

臨時人員 
19,200 

田野調查、記

錄 
0 
 

19,200 

(範例) 

臨時人員 
0 
 

3,200 支援成果展 3,200 

    
 

 

      

2.業務費      

(範例) 

外聘講師鐘點費 
19,200 

社區導覽解說

培訓課程 
0  19,200 

(範例)內聘講師鐘點費 4,800 課程講師費 0  4,800 

(範例)印刷費-社區導

覽手冊 
0  12,000  12,000 

3. 業務費-交通費      

      

4. 業務費-材料費      

      

5. 業務費-雜支      

      

合  計 
 

 
    

填表說明： 

1.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經費項目。 

2. 經費編列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本補助作業要點「經費支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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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單位應檢附相關 

 

1. 辦理社區討論會議或社區理監事工作會議相關證明資料 

請說明會議名稱、時間、地點、參加人員、討論事項、決議、照片 1至 2張，

照片下方請註明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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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意願書 (申請單位若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計畫，請檢附)  

南投縣 110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合作意願書 

立意願書人：  

甲方：（申請單位）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夥伴單位）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配合甲方申請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辦理「109

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案」，特簽訂本合作意願書，特此證明。 

立意願書人：  

甲方：【申請單位】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夥伴單位】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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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南投縣 110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單位名稱)，茲立書人保

證辦理申請「110 年度南投縣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案，符合「社區營造點暨鄉鎮(市)公所行政社

造化徵選作業要點規定」避免重複補助原則，未向文化部或附屬機關、

以及本縣府所屬機關等單位重複申請補助之規定，特立此書保證，如

有不實，願依規撤銷徵選資格。 

    此  致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立書人簽章 

名    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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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講師合作意願書 

南投縣 110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講師合作意願書 

 

本人○○○願意參與協助，由○○○○○○協會規畫辦

理「110 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案」，擔任○○○○課程講師，特此證明。 

 
 
 
 

 

 

 

立書人 

 

姓名(授課講師)：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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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附組織立案證明影本 

6. 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 

7. 提案單位曾參加參加本局「提案輔導課程」時數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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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案資料查核表(請各單位自行勾選檢核提送資料)  

項次 請勾選 檢附項目 

1.  □ 計畫綜合資料表已加蓋協會關防 

2.  □ 已檢附-社區討論會議或社區理監事工作會議相關文件 

3.  □ 已檢附-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4.  □ 已檢附-講師合作意願書 

5.  □ 已檢附-組織立案證明影本 

6.  □ 已檢附-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 

7.  □ 已檢附-合作意願書(申請單位若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計畫，

請檢附) 

8.  □ 已檢附-參加本局「提案輔導課程」時數證明文件影本 

9.  □ 已檢附-提案計畫書乙式 8份 

10.  □ 已檢附-提案資料查核表 

11.  □ 已傳檔-計畫電子檔與附件掃描檔傳至社造承辦人信箱 

h098536304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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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 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 

範例，經本局核定計畫後，各單位應落實累計「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表」之記錄，

並於期中、期末繳交 

範例:社區人力服務時數認證表 

姓名 工作服務月

份 

工作時數(請社區

幹部協助統計) 

服務民眾簽名

或蓋章 

(統計完成之後再

請民眾簽名) 

認證人(社區幹

部)簽名或蓋章 

蔡小霖 9 月至 10 月 20 小時   

林小君 9 月至 10 月 42 小時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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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金人口資料表 

(範例)55歲以上，經本局核定計畫後，請各單位調查黃金人口資料，並將累計之

資料表於期中、期末繳交。 

XX社區發展協會  黃金人口資料表 

編

號 

人名 年齡 職業或 

專長 

連絡電話 運用個人職業或專長，協助

社區計畫活動內容 

1 蔡小霖 60 水泥工 0965XXXXXX 協助社區維護設備環境 

2 林小君 55 學校老師 XXXXXXXXXX 協助社區撰寫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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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投縣無社造資源挹注和低社造資源挹注村里名單 

(依據文化部統整各部會社區營造相關計畫資源投入全國村里之情形彙整表) 

南投縣空白區 

編號 鄉鎮區 村里 

1.  南投市 彰仁里 

2.  國姓鄉 長豐村 

3.  仁愛鄉 榮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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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投縣公私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名單 

編

號 
區域 館舍名稱 所屬單位 地址 屬性 聯絡人 備註 

1 南投市 
南投縣文

學資料館 

文化局 

(圖書科) 

南投市中興

路 669號                   
公營 

陳杏如 

049-2221619#403 

hazel@mail.nthcc.gov.tw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2 南投市 

南投縣史

館、陶展

示館 

文化局 

(文資科) 

南投市彰南

路二段 65號                
公營 

吳信慧 

049-2231181#413 

yove@mail.nthcc.gov.tw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3 南投市 

南投縣藝

術家資料

館 

文化局 

(藝術科) 

南投市彰南

路二段 61號                
公營 

李玉惠 

049-2231191#513 

teresa@mail.nthcc.gov.t

w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4 南投市 

竹藝博物

館、虎山

藝術館 

文化局 

(藝術科) 

南投市建國

路 135號                   
公營 

李茵茹 

049-2231191#510 

yin@mail.nthcc.gov.tw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5 竹山鎮 
竹山鎮地

方文化館 

竹山鎮公所 

(文化觀光

課) 

南投縣竹山

鎮回窯里建

國路 742號             

公營 

張靜怡 

049-2642175#611 

pikaoscar@gmail.com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二休館 

6 集集鎮 
集集鎮地

方文化館 

集集鎮公所 

(文化所) 

南投縣集集

鎮民生路 61

號              

公營 

張子良 

049-2761477        

049-2762034(公所) 

Z055818@gmail.com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7 信義鄉 
梅子夢工

廠 
信義鄉農會 

南投縣信義

鄉新開巷 11

號 

公營 

張志雄、伍曉梅 

0975-801959 

hsinifa@gmail.com  

elinwu7777@gmail.com 

(Ms.伍) 

開館時間：上午

8:00~下午 17:00    

全年無休 

8 埔里鎮 
埔里藝文

中心 

埔里鎮公所 

(圖書館) 

南投縣埔里

鎮六合路

178號             

公營 

林亮穎、許文嘉 

049-2420401#68 

puli013@mail.nthcc.gov.

tw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休館 

9 埔里鎮 廣興紙寮 
廣鴻興有限

公司 

南投縣埔里

鎮鐵山里鐵

山路 310號

年無休 

私館 

吳淑麗、李依禪 

049-2913037 

taiwan.paper@msa.hinet.

net 

開館時間：上午

9:30~下午 17:00    

全年無休 

10 草屯鎮 
毓繡美術

館 
毓繡美術館 

南投縣草屯

鎮健行路

150巷 26號 

私館 049-2572999#211 

開館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7:00 

mailto:yove@mail.nthcc.gov.tw
mailto:yin@mail.nthcc.gov.tw
mailto:pikaoscar@gmail.com
mailto:Z055818@gmail.com
mailto:hsinifa@gmail.com
mailto:hsinifa@gmail.com
mailto:hsinifa@gmail.com
mailto:puli013@mail.nthcc.gov.tw
mailto:puli013@mail.nthcc.gov.tw
mailto:taiwan.paper@msa.hinet.net
mailto:taiwan.paper@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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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區域 館舍名稱 所屬單位 地址 屬性 聯絡人 備註 

(週四營業至三

點) 

星期一休館 

11 草屯鎮 
白滄沂天

彫博物館 

白滄沂天彫

博物館 

南投縣草屯

鎮健行路 9

號 

私館 049-2321161 
預約參觀 

無固定休館日 

12 水里鄉 

水里蛇窯

陶藝文化

園區 

水里蛇窯陶 

南投縣水里

鄉頂崁村水

信路一段

512巷 21號 

私館 
049-2770967 

snake@snakekiln.com.tw 

開館時間:上午

8:00~下午 17:30 

星期三休館 

13 鹿谷鄉 
小半天竹

藝文化館 

小半天竹藝

文化館 

南投縣鹿谷

鄉光復路

174-6號 

私館 
劉雅惠 

0938-676700 

開館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00 

星期一、二休館 

 

tel:049-2770967

	2.自籌款： 24,420 元整。(公式算法為核定經費/86 X14=自籌款）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