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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方式 

1. 身分資格審查 

申請人於徵選期間內繳交該次招租所需申請資料，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

進行檢核，符合資格者，則可進入提案審查第一階段-計畫推薦評選。 

2. 提案審查第一階段｜計畫推薦評選 

由評選委員會依本階段計畫評估要點：提案計畫完整度、促進社區經營之可行性、申請者

相關背景與公共事務參與經驗，每位評選委員最多可推薦 75 案，執行單位將統計各提案

獲得之推薦數，排序後依序約取前 75 案進入第二階段提案簡報評選，可不足額。 

如獲評選推薦數相同者超過 75 名，推薦數相同者皆錄取，但若無至少一位評選推薦則淘

汰。（舉例：若第 75 案至 79 案獲得相同推薦數量，則錄取 79 案。若第 71 案至 75 案皆

無獲得推薦，則淘汰，僅錄取 70 案進入提案簡報評選） 

推薦名單公告於都發局網站與安心樂租網最新消息，並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主要提案人。 

3. 提案審查第二階段｜提案簡報評選 

 提案簡報評選會 

(1)評選日期：111 年 4 月 23、24 日（星期六、日）。 

(2)評選地點：臺北市政府 N206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2 樓）。 

*實際辦理方式將視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 

(3)簡報方式：各提案團隊報告，以電腦簡報為主，其餘形式亦可，惟需提前告知執行

單位，並以不變更場地、設備方式進行，且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4)簡報人員：通過推薦評選名單之提案，應派至少一位提案申請人出席參加簡報評選。

簡報人員資格限為主要提案人或共同提案人，不得為代理人或其他非共同

提案人，現場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供核對，若無法出席簡報，視同棄權。 

(5)簡報時間：每案報告內容以 4 分鐘為限（3 分 30 秒時響鈴一次，4 分鐘時響鈴兩

次停止簡報），簡報後統問統答 6 分鐘，每案進行時間共 10 分鐘。 

(6)簡報順序：簡報順序依提案類別分組排序，每類別依最初申請書之繳交時間逆排序

（最晚繳交者最先簡報），將於評選日之前於都發局網站與安心樂租網公

告，並以 EMAIL 通知主要提案人  

(7)其他說明：主辦單位保有評選活動更改之權利。 

簡報當天開放旁聽，簡報室以當時段簡報團隊入席為原則，非簡報團隊提

供會議室觀看轉播，另有臉書粉絲專頁「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

畫」直播可供線上觀看。另若疫情狀況嚴重將不開放現場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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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意事項： 

簡報電子檔若有更新，請提供 PPT 檔及 PDF 檔兩種格式，檔案名稱為：

案件編號_計畫名稱_主要提案人姓名。如有影音檔案請將網路連結放入

PPT 檔中繳交，敬請自行留意影片通用格式，倘若現場播放不順利，主辦

單位恕不負責。 

更新之檔案請於 1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17:00 前寄至

taipei.gcsh@gmail.com 信箱，逾時將不受理，未交更新檔案者，將以計

畫書內容作為簡報資料。 

簡報現場提供 WINDOWS 7 系統電腦，請攜帶相容之檔案備用，現場電

腦僅供簡報使用，不支援更換檔案、wifi 及內容修改作業，亦不得更換

現場排定之電腦進行投影。 

 本階段評估要點： 

方向 百分比 要點 說明 

公眾參與性 40% 

 公共事務參與與團隊合作 

 社區居民可參與度 

 結合公共議題 

 對社區影響力 

 社區內部凝聚力 

 與其他計畫合作可能性 

提案人具備公共事務參與熱忱

與團隊合作、良好溝通能力，計

畫包含對公眾開放程度、有助於

增進公共福祉與公眾參與，進而

帶動社區居民投入社區公共事

務。 

計畫可執行性 30% 

 相關經驗或能力 

 計畫明確性 

 具執行潛力 

 財務計畫 

計畫架構清楚完整，目標明確，

具有可預期之成果。 

社區發展性 30% 

 創造地區／社區特色 

 社區需求與社區關懷 

 有助社區自主發展 

 媒合周邊社群資源 

以社區作為整體思考，了解居民

需求，同時推動自主發展社區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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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方式： 

採總分法評定，評選委員依評估要點對各提案進行給分（0 至 100 分），再彙整合計

各提案之總分，由合計總分最高排至最低，取合計總分排名前 50 戶進入正取名單，

其餘依排序列入備取名單，惟評分中有任一委員給予不及格 59 分（含）以下分數，

不列入合計總分排序、亦不得為備取名單。 

 提案簡報評選委員會議： 

全數提案簡報結束後，評選委員應召開會議，彙整評選結果，提出綜合討論，確認結

果無異議，提交正取名單以及備取名單予都發局核定公告。 

 公告日期：最終獲選名單預計於第二階段評選後 10 個工作天內公告於都發局網站與

安心樂租網最新消息（預定時間若有異動將於實際辦理日前 1 週於前揭網站以最新

訊息發布）。 

二、評選會議流程 

1. 共識通知 

徵件截止日至評選會議間，將資料提交評選委員並說明如下： 

(1) 各階段計畫評估要點。 

(2) 評選流程及作業方式。 

(3) 相關資料檢附。 

2. 線上推薦評選 

日期：111 年 03 月 10 日-111 年 03 月 18 日（本會議不對外開放）。 

3. 簡報評選會議 

⚫ 日期：111 年 4 月 23、24 日。 

⚫ 場地：臺北市政府 N206 會議室。 

⚫ 簡報評選會議流程 

簡報評選第一日(04/23) 

時間 議程 備註 

8:40-9:00 評選委員會前會 不對外開放 

上午場 

9:00-9:1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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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10 A、B 類簡報(12 組) 
1-6 組請於 8:40-9:00 報到 

7-12 組請於 9:40-10:00 報到 

11:10-11:20 休息時間  

11:20-12:50 C 類簡報(9 組) 
13-17 組請於 10:40-11:00 報到 

18-21 組請於 11:30-11:50 報到 

12:50-13:50 中午休息  

下午場 

13:50-14:0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14:00-15:50 D 類簡報(11 組) 
22-27 組請於 13:20-13:40 報到 

28-32 組請於 14:20-14:40 報到 

15:50-16:00 休息時間  

16:00-17:40 D、E 類簡報(10 組) 
33-37 組請於 15:20-15:40 報到 

38-42 組請於 16:20-16:40 報到 

17:40-17:50 休息時間  

17:50-18:30 F 類簡報(4 組) 43-46 組請於 17:10-17:30 報到 

18:30-20:00 評選結束-統整評分表 不對外開放 

 

簡報評選第二日(04/24) 

時間 議程 備註 

8:40-9:00 評選委員會前會 不對外開放 

上午場 

9:00-9:1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提案徵選」｜評選說明 

5 

9:10-11:00 H、I、G 類簡報(11 組) 
 47-52 組請於 8:40-9:00 報到 

53-57 組請於 9:40-10:00 報到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40 G 類簡報(9 組) 
58-62 組請於 10:40-11:00 報到 

63-66 組請於 11:30-11:50 報到 

12:40-13:40 中午休息  

下午場 

13:40-13:5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13:50-15:30 G 類簡報(10 組) 
67-71 組請於 13:20-13:40 報到 

72-76 組請於 14:20-14:40 報到 

15:30-17:00 評選結束-統整評分表 不對外開放 

決選會議 

17:00-20:00 入選名單討論及決議 不對外開放 

注意事項： 

申請人不得要求更換評選組別，倘提案人遲到、缺席等因素，未於該類組別、該時段

評選結束前報到，視同棄權。 

各類別中如遇提案組別缺席，將可能早於表訂時間結束該類別評選，依評選委員會現

場裁示。 

三、評選委員組成 

以住宅審議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組成，評選委員經都發局同意後聘任之，評選委

員應簽屬「青創計畫評選委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聲明書」確保評選公平性。 

四、評選評比表 

1. 推薦評選表（表格一） 

2. 簡報評選總表（表格二）



「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提案徵選」｜評選說明 

1 

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提案審查 

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聲明書 

本人受邀擔任「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提案徵選」書面╱簡報評

選委員，願依規定迴避審理與本人有利益衝突之申請案件，並同意評選結果未經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前，不對外透露評選過程及評選結果。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主動迴避計畫之評選： 

(1) 為提案申請人或為提案申請團隊之成員。 

(2) 與提案申請人、申請團隊成員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 

(3) 與提案人有聘僱關係。 

(4) 其他經評選委員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特此聲明，以昭公信。 

 

 

 

聲明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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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信義區廣慈 D、E 社會住宅青創回饋計畫-推薦評選表 

注意事項：提案計畫人需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進行申請資格審查，符合申請資格始列入推薦評選表。 

案件編號 主提案人姓名 提案名稱 提案形式 申請房型與戶數 推薦數累計 委員 A 委員 B 委員 C 委員 D 委員 E 委員 F 委員 G 委員 H 委員 I 評委 J 

                               

                               

                               

                               

                               

                               

                               

                               

                               

                               

評選委員簽名(不依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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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信義區廣慈 D、E 社會住宅青創回饋計畫-簡報評選總表 

注意事項：若有不合格分數，將不列入計算，該案將呈現「不列入」。 

案件編號 主提案人姓名 提案名稱 提案形式 申請房型與戶數 總分累計 

評委 A

總分 

評委 B 

總分 

評委 C 

總分 

評委 D 

總分 

評委 E 

總分 

評委 F 

總分 

評委 G 

總分 

評委 H 

總分 

評委 I 

總分 

評委 J 

總分 

                               

                               

                               

                               

                               

                               

                               

                               

                               

                               

評選委員簽名(不依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