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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2017 年第七屆 

「TOUCH DOWN 青年夢想達陣」補助計畫簡章 
-「青年可以改變世界！」，只要你有想完成的夢，不要怕，送案過來吧！ 

一、 辦理目的: 

青年的最大資產是無比的創意與無懼的熱情，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獨特 ，一群人

有一群人的力量。但是距離完成夢想，達陣得分，往往有著一個需要跨越的障

礙---資金。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透過辦理 2017「touch down 青年夢想

達陣」計畫，希望協助青年朋友完成夢想，排除障礙，讓青年的熱血夢想可以

被實現，讓青年的熱情帶領社會前進。 

二、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三、 申請辦法說明: 

     1.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2017年 5月 26日 下午五點止 

2.申請資格：有想法、有創意、有想要完成的夢想，其計畫對社會有正面 

價值者。 

(1)個人：15-24歲且設籍高雄者。 

(2)團體：A.方案執行地點以高雄為主，團隊成員需有 1/3符合 15-24歲且設

籍於高雄市。 

B.方案執行地點在外縣市，需團隊所在地在高雄且成員有 2/3符合

15-24歲且設籍於高雄市。 

※其他：若以上條件皆不適用你的計劃，則請提供詳細說明，以便評審評估

是否受理申請。 

     3.申請方式： 

        (1)填寫報名表：請上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官方網站下載 

                        http://www.bgl.org.tw 

       (2)擬訂夢想達陣計畫書(含執行期程規劃與詳細預算) 。 

       (3)報名資料與計畫書請於 5月 26日前 E-mail至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

會信箱：taiwanyu200707@gmail.com。並於 mail後來電確認本會是否已

收到，若未與本會聯繫確認視同投件未完成。 

      4.補助金額： 

        (1)不論個人或團體，視計畫規模及內容，每案最多補助金額為 

            新台幣 3萬元，本年預計補助總金額為 30萬。 

        (2)每年均特別保留一個名額給針對橋頭地區執行的方案。 

 

http://www.bgl.org.tw/
mailto:taiwanyu2007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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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類別： 

序 組別 說明 補助案例 

1 環島愛台灣 

基金會秉持關心土地精
神，鼓勵用實際行動傳達
台灣的草根精神，若你也
認同，不論你是一個人還
是一群人，可用行腳、騎
鐵馬、坐火車…等方式，
在島內來一趟環島旅遊，
行程主題由你自己決定，
環島期間須擔任我們的親
善大使，把基金會的在地
精神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1. 最後一下,你淡定了嗎-透過公共運輸進
行環島，尋找茶文化。(2012) 

2. 尋找「技藝」拼圖-透過環島探索寶島台
灣這一片淨土,把乏人問津的傳統工藝與
千山淨水盡收眼底,同時將這些工藝推廣
據點的文宣翻譯成西班牙語,利用西語行
銷台灣工藝。(2013) 

3. 用音樂環島-透過搭乘火車環島與其當地
的文化結合,即興音樂創作,集結音樂成
作品。(2013) 

4. 徒步擁抱台灣-透過徒步環島的方式，在
各地傳遞 FREE HUG 免費擁抱的想法,藉此

活動喚起人們心中最初的感動與熱情。
(2014) 

5. 環你一個夢想-單車環島服務隊-透過單
車環島方式，在育幼院贈送孩童口琴並進
行口琴教學服務及六個海灘淨灘的公益
服務。(2014) 

6. 環你一個夢想-單車環島服務隊-透過單
車環島，順著路線在全台七間育幼院進行
口琴教學服務並順著路線在全台六個海
灘進行淨灘服務。(2015) 

7. 募夢．慕夏．木吉他-以火車為主，一天
一縣市，輔以大眾運輸工具至各個目的
地。早上時至社服機構擔任志工，下午在

各火車站表演，分別進行募款及募集發
票。(2015) 

8. One for one愛綿綿計劃-以騎乘機車方式
完成環島 19縣市（離島除外），一日募集
一日回饋之公益行動將棉花糖帶給弱勢
兒童，所有收入扣掉成本，全數捐出。
(2015) 

9. 環你一個夢-bike the way-透過單車環
島，順著路線在全台四間育幼院進行口琴
教學服務及兩間老人院服務。(2016) 

10. 戀一夏琴 譜出我們的吉他夢-於各縣市
的火車站表演募發票，並將所得發票全數

捐助予社福機構，提供實際援助，並在各
個縣市社福單位擔任短期志工。(2016) 

2 教育人文 

基金會的宗旨之一「提供
各式的資源推廣不同型式
的教育」，因此基金會多
年來積極推動體育教育-
辦理運動營隊、才藝教育-
提供免費教學課程邀請民

1. FUN 暑假了~帶你進入旗幻冒險之旅-針
對旗山地區國小學童，藉由營隊遊戲設
計，帶給孩子寓教於樂的暑假生活。
(2012) 

2. 無限可能．原夢-辦理營隊藉此聚集懷有
夢想的原民青少年回到原鄉,與尋找夢想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7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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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加，就是希望帶動更
多人一起重視教育的本
質。曾有人說過「教育不
是注滿一桶水，而且點燃
一把火。」不論你以任何
形式來發想，透過拍攝影
片傳達、到偏鄉為孩子說
故事、帶孩子上山下海認
識生態…等，只要你與基
金會理念結合，讓我們一
起當個引火人吧! 

的小孩分享彼此在各自領域上如何跨越
困難實現夢想。(2013) 

3. 第 13屆花樣年華 全國青少年藝術節-透
過藝術的學習讓青少年開發創造力,與執
行力。(2013) 

4. ProMiss-透過紀錄一名運動員如何在受
傷後重返舞台，勉勵世人永不放棄的精
神。(2014) 

5. 跟我就能營-透過營隊活動與各樣的團康
遊戲帶動小朋友們的活力，教導小朋友們
團隊合作、彼此相愛與同理心的良好觀
念，透過主題故事中的狀況劇學習良好品
格，並與隊輔的互相分享來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2015) 

6. 募夢-以繪本作為營隊題材，帶出生命教

育課題，搭配有趣的體驗活動，解決生命
教育對國小生而言太深的疑慮，精心設計
的活動，引發學習動機，讓小朋友在歡樂
中學習。(2015) 

7. 胖胖魚 Fun暑假營隊轉播計畫-在胖胖魚
Fun暑假夏令營活動場地，帶攝影機和電
腦設備進行網路直播，讓觀眾可以透過手
機和電腦在網路收看夏令營活動，記錄的
影片日後也可在網路收看。(2016) 

8. 童言而戲-辦理兩種戲劇夏令營： 
『故事魔法夏令營』主要招收國小三到六年
級學生，以肢體開發與聲音表情為上課主

旨，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表演課程。 
『時光寶盒夏令營』主要招收國中二年級至
高中二年級學生，加入了創作的元素與劇場
認識與職位介紹，以青少年的角度來發想每
個對於他們生活裡不同的故事。(2016) 

3 
多元文化與

創意 

台灣寶島是個文化豐富的
島嶼，有原民文化、客家
風情、在地鄉土的草根文
化，近幾年又有新住民文
化帶入，歡迎你發揮創意
將文化與夢想結合，基金
會宗旨鼓勵發展多元文
化，並期盼將文化與生活
結合，讓創意能有更多無
限可能。 

1. 圓夢紅不讓-隊伍有 18人,要 1人引領 1
人的方式,讓身邊更多朋友投入志工服
務,同時協助身心障礙兒童圓夢。(2013) 

2. 迎風而起 逆風高非(馬拉威國際志工)-
教育學習營的方式進行以衛生教育為
主，科學教育、文化交流為輔，並寓教於
樂，讓學童能對所學的知識更加深刻；在
另一服務地點婦幼支持團體，辦理社區衛

生教育宣導，並進行伸展等教學活動讓孩
童和婦女們能舒緩筋骨。(2015) 

3. 探尋生命的印記 送愛藏人國度(南印度

國際志工)-2015年南印度志工團主要進
行計畫是高血壓計購置以及助行器採
買，除此之外也會有高血壓、B肝、婦女
營養、口腔視力檢查、中風等衛教課程。
(2015) 

http://www.rate9.com/tw/55/343.php
http://www.rate9.com/tw/55/343.php
http://www.rate9.com/tw/55/343.php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3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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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尋印(北印度國際志工)- 在課程規劃上
以「疾病」、「衛生保健」為兩大主軸，其

次為厚植中華民國於國際間的影響力，安
排「文化課程」，向印度當地居民介紹中
華文化與台灣特有的原住民文化。(2015) 

5. 貳月參拾-影片拍攝的故事大綱為由一個
魔法屋發展出三段不一樣的故事。(2015) 

6. light love小太陽計畫(柬埔寨國際志
工)-團隊希望可以為柬埔寨這些家庭提
供安全的太陽能 LED 照明設備，日間儲
電，晚間作照明。(2016) 

4 鄉土關懷 

社區與居民是生活周遭最
緊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可
曾想過自己也可以為社區
做些什麼服務呢? 
不論你是一起彩繪牆面讓
社區更美麗，還是帶著社
區居民種樹植草，美化綠
化自己居住的環境，亦或
是找出社區特色，行銷社
區創造話題，只要是可執
行，服務與夢想也可以激
盪出火花。 

1. 橋頭花哈哈-我們在蔗禮-於興糖/橋南社
區活動中心指導社區媽媽們，學習用甘蔗
葉染布，並且製作相關成品。(2012) 

2. 醫起去教遊-三位醫護相關科系學生藉由

在校所學並與台東醫療機構合作進行台
東社區醫療服務。(2013) 

3. 土地仔-藉由影片喚起與土地密不可分的

情感以及與家人之間想要表達卻按耐心
裏的濃情密意，拍攝場景行銷美濃區。
(2013) 

4. Fraternity-以改編跨國爭奪撫養權的真
實事件作為題材拍攝劇情片，希望喚起國
人對單親家庭的關切，拍攝場景為大樹
區。(2014) 

5. 午後時光-影片拍攝的內容為都市孫子與
爸爸及鄉下阿嬤之間的相處與衝突，特別

的是本次拍攝主場景一樣為位於大樹的
龍目社區。(2015) 

 

五、執行期程：所送申請計畫需於 2017年 8月 31日前完成。如因計畫特殊需要延後

完成，須於審查會上先行提出，至遲於錄取通知後一周內須主動聯繫

說明，與本會協商完成期限。 

六、審核辦法：本會將於 6月中旬進行書面計劃初審，通過初選者再通知出席審查會，

未出席審會者不予補助。審查會後 7天內於本會官方網站公佈錄取名

單。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2
http://www.bgl.org.tw/report/?component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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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核標準： 

 

項目 評分 說明 

可執行性及

面談表現 
50% 

計畫是否具體可行；時間規畫及期程安排能否按部就班

的實踐，並出席審查會，於面談時能完整表達計畫概念。 

創意性 20% 
計畫是否具有創意，或是有在執行上具有獨到眼界與開

創性作法。 

影響力 20% 
此計畫的執行是否能運用現代媒體吸引更多青少年或

社會大眾的迴響與共鳴，對大環境有正面的影響力。 

資源結合與

媒體運用 
10% 

整合社區、社團、周邊團體人力等資源的程度。暨媒體

宣傳規劃與運用效益評估。 

 

八、撥款與核銷說明: 

  1.計畫通過後，預撥核定金額 50%經費以利執行，待全案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後再

撥付餘款。 

2.請依照核定項目提供正本單據實報實銷。設備添購項目不予補助。 

3.計畫完成後，請於 2週內將相關單據彙整，並檢附成果報告(含書面成果報告書 1

式 2份、活動照片光碟 1份、方案花絮影片 3-5分鐘【可用照片或影片製作】等)，

郵寄至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橋頭區白樹里白樹路 110號)。 

九、成果發表：本會將依各方案特色，邀請受補助者於本會相關公開活動中展現，請

獲邀之團隊大力配合。 

十、注意事項： 

1.為符合本計劃設定宗旨，也保障參與者的權益，主辦單位有權對參加者提供的資

料進行查證。 

2.計畫擬定需屬原創且無抄襲之虞，若申請人剽竊他人計畫構想或內容或其他非法

之行為，主辦單位不負法律責任。 

3.主辦單位保留補助與否的最後權利。實際補助金額將由評審團依據審查會進行評

估後決議。  

4.獲補助者(團體)所領取之經費需全額用於執行計畫中，不得挪為他用。  

5.執行期間主辦單位會定期追蹤獲補助案之執行進度，並分享於網路上。 

6.如計畫進行須修正，在充份溝通後，雙方得以協商修正計畫，提案人與基金會如

無法達成共識，本會有權中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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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參加者計劃之執行不得有違法情事，違者本人須負所有法律責任，本會中止補

助，已核撥之補助金全數繳回。 

8.獲補助者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宣傳規劃，如媒體採訪、使用個人肖像，且同意主

辦單位有權使用獲補助者之計畫內容做為文宣用途。 

9.補助金額若無法使用正本單據核銷，主辦單位可要求獲補助者簽領個人所得領

據，並遵照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年底開立扣繳憑單佐證。 

10.如需詢問相關訊息請洽 e-mail:taiwanyu200707@gmail.com 

 

十一、活動期程時間: 

活動項目/說明 日期 說明 

發佈訊息及申請訊息 4月 發文各大專院校/公告網站 

受理計畫報名及資料繳交 即日起~5月 26日 截至 5/26下午五點止 

資料初審 5月 29日-6月 2日  

審查會面談 6月 5日-6月 9日 擇一日 

公布評審結果/媒體發佈 審查會議後呈報董事

長裁示 

七天內公佈 

隊伍執行 按照各自期程  

成果報告繳交及核銷 計畫執行完畢後 2週  

成果發表會 9月中旬(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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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Touch Down 青年夢想達陣補助計畫報名表 

 

壹、基本資料 

報名組別 ： □個人       □團體，人數共   人 

聯絡人姓名：          （團體報名請填寫代表人資料）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連絡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E-mail: 

職業 

□學生：校名       科系               年級      

□社會人士：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個人/團體簡介 

（請簡要介紹個人或團體的經歷，讓評審們可以更認識您，如果有相關照片會更好） 

 

 

 

 

 

 

 

 

 

 

※請附上可證明申請人(團體組視類別提供規定比例之成員)設籍高雄市之證明文件 

                   



 7 

【附件二】、計畫團隊名冊(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編號 職稱 校名科系/職業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手機 & E-mail 

1 隊長      

2 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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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提案計畫書撰寫參考格式 

 

1.計畫名稱：（寫下讓人一看名稱就懂的計劃，且令人印象深刻） 

2.計畫概述：（這部份要說明的是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打算怎麼做、在

哪裡做、和誰做之類的資料，這部份要詳細說明） 

3.計畫期程：（請詳細說明執行的時間及進度的規劃） 

4.人力分配：(請說明計畫執行中，每個成員的工作安排) 

6.計畫效益評估：（告訴我們，這個計畫對社會的影響會是什麼？能不

能引發其他人學習？） 

7.計畫價值推薦：(非我不可，為什麼評審應該同意你的計畫？你覺得

什麼理由可以讓評審投你一票) 

8.其他補充：（其他你想讓評審知道，覺得對了解計畫有幫助的資料） 

9.經費概算：（要仔細規劃你的預算使用，愈清楚需要開支的項目與費

用多寡額，愈有助於評審考量補助額度） 

 

 ＊參考格式，補助項目請依實際計畫編列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師費     

車資     

膳食費     

材料費     

影像處理     

     

     

總金額   

 

10.經費來源: (是否有其他補助單位,請依下例詳列說明) 

  項次 補助單位/方案名稱 補助金額 補助項目 備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圓夢

計畫 

10,000 車資 申請中/ 

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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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個資法同意書 

2017 年第七屆「Touch Down 青年夢想達陣計畫」 

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1.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辦理 2017年第七屆「Touch Down青年夢想達陣計

畫」。基於資料收集及資格審定之目的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身

分證字號、姓名、地址、生日、電話、緊急聯絡人及活動期間之活動歷程等等 

2. 對於本人提供 2017年第七屆「Touch Down青年夢想達陣計畫」補助辦法的個人

資料使用，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相關法

規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3.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二年內，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遵守個資法

第 20條之規定，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4.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 Touch Down青年夢想達陣計畫期間繼續儲存於財團法人八

卦寮文教基金會，除應本人之申請、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會計作業管理或

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項外，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不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

人資料。 

5.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

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6. 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 

7.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

本同意書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本人：＿          ＿＿＿    (簽名) 

立同意書監護人：＿＿＿＿＿＿＿＿＿＿(簽名)(立同意書本人未滿 20歲) 

日期： ＿＿年  ＿＿月  ＿＿日 

   

   如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與業務承辦人聯繫 

業務承辦人: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張衣祺 

聯絡電話：07-611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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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補助聲明書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2017Touch down 青年夢想達陣計畫」--補助聲明書 

 

1 為符合本計劃設定宗旨，也保障參與者的權益，主辦單位有權對參加者

提供的資料進行查證。 

2 計畫擬定需屬原創且無抄襲之虞，若申請人剽竊他人計畫構想或內容或

其他非法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由申請人自負。 

3 主辦單位保留補助與否的最後權利。實際補助金額將由評審團依據決審

會議進行評估後決議，並通知各隊伍獲補助金額。  

4 獲補助者(團體)所領取之經費需全額用於執行計畫中，不得挪為他用。 

5 執行期間主辦單位會定期追蹤獲補助案之執行進度，並分享於網路上。 

6 如計畫進行須修正，在充份溝通後，雙方得以協商修正計畫，提案人與

基金會如仍無法達成共識，本會有權中止補助。 

7 參加者計劃之執行不得有違法情事，違者本人須負所有法律責任，本會

中止補助，已核撥之補助金全數繳回。 

8 獲補助者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宣傳規劃，如媒體採訪、使用個人肖像，

且同意主辦單位有權使用獲補助者之計畫內容圖文做為文宣用途。 

9 補助金額若無法使用正本單據核銷，主辦單位可要求獲補助者簽領個人

所得領據，並遵照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年底開立扣繳憑單佐證。 

 

立同意書本人：＿          ＿＿＿   (簽名)    身分證字號: 

立同意書監護人：＿＿＿＿＿＿＿＿＿＿(簽名)(立同意書本人未滿 20歲) 

日期： ＿＿年  ＿＿月  ＿＿日 

 

如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與業務承辦人聯繫 
業務承辦人: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張衣祺 

   聯絡電話：07-611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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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成果報告表格式 

 
「2017 Touch down 青年夢想達陣計畫」--成果報告表 

隊伍名稱  
主要聯絡人  

聯絡電話  

計畫名稱  

執行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與計畫預定時間相同。 

□ 因故更改時間，原因： 

執行時間  
□與計畫預定地點相同。 

□因故更改地點，原因： 

經費支出概況 

（單位：新臺幣） 

實際支出總經費 元 

補助金額 元 

繳回金額 元 

團隊人數 
原計畫人數  

實際人數  

執行內容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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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經費核銷說明 
 

「TOUCH DOWN青年夢想達陣」經費核銷說明 
 依據補助要點： 

1.添購設備項目不予補助。 

    2.補助項目應依照計畫項目提供正本單據，實報實銷。  

    3.計畫通過後，預撥核定金額50%經費以利執行，待全案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後再 

撥付餘款。 

    4.若核銷單據金額不達補助金額，則可選擇實支實付或以領據簽收補齊金額。 

 憑證注意事項 

統一編號：78933274 

抬頭(買受人):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會 

※單據請務必保存好，內容須清晰可辨識；若無法辨識者，視同單據無效。(請特別注意熱  

   感紙類票據，如果字都看不清楚，就無法核銷囉！) 

 

“三聯式”發票- 
注意: 一定要是”三聯式” 

買受人、統一編號、統一發票專用章一定都要具備 

 

 

免用統一收據  

注意: 紅框內的兩個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

一定都要具備

 
收銀台發票 

注意:一定要打統一編號，如果忘記打就要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 

 

 

 

 

 

 

 

 

 

 
 

車票/購票證明: 
注意:如果你是搭交通工具、寄郵資…等無法取有正

式收據,請務必索取購票證明,並影印一份一併附上 

 

有打統編 
忘記打統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