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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築一個在地夢」 

中區圓夢計畫補助暨成果競賽辦法 

徵件期間：即日起至報名暨收件截止日(106.07.14) 止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指導單位：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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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緣起 

本圓夢計畫乃依據本校執行之「圓夢計畫—結合生涯發展與服務學習的

生命教育與社區實踐」辦理之。鼓勵中區夥伴學校學生，在勇於追求夢

想，刻畫人生夢想，也能肩負社會責任，回應所處地區之期望，以達到

與社區一起成長共榮之理想目標。 

二、 主辦單位及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指導單位：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三、 參賽對象 

凡中區夥伴學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逢甲大學、大葉大學、中山醫學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亞洲大學、
明道大學、東海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靜宜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  在學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四、 申請計畫內容： 

請自行規畫與執行一個具有前瞻與開創性，並能帶給所處地區或故鄉正

面影響力，且可以確實實踐之計畫。 

五、 活動辦法： 

(1)本活動共兩階段，參賽者頇同時報名兩階段競賽。 

(2)第一階段為圓夢計畫提案暨執行企畫評選競賽，優選組別可得圓夢獎助

金 6,000 元，以鼓勵其實踐並執行圓夢計畫。第一階段優選組別頇於期

限內依提案內容執行圓夢計畫，並於第二階段圓夢計畫實施成果競賽發

表圓夢成果，第二階段優選組別，最高可獲得獎金 12,000 元。 

第一階段：圓夢計畫企畫評選競賽，辦法如下： 

（一） 活動辦法： 

1. 可個人或團體參賽，同 1 人不得跨組報名，團體組成員以 5 人為限，
可跨校、系所、年級組成，頇派 1 位成員為隊長，做為活動聯絡人。 

2. 請依以下格式填寫計晝書內容 

  格式：請以 Word 編排；中文字型新細明體，英文字型 Times New 

Roman；標題 14 級字，內文 12 級字，單行行距上傳至 iServe 服務
學習平台之圓夢專區。 

4. 凡申請本計畫者，皆頇有一名圓夢導師以利計畫諮詢及指導(※圓夢
導師不可為中區夥伴學校教職員)。 

5. 需上傳表件內容如下： 

(1) 計畫申請摘要表(請見附件一)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圓夢計畫書(請見附件二) 

(3) 參賽資格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請見附件四) 

請參賽者將上述表件整合成壓縮檔，並上傳圓夢專區

http://iserve2.ncue.edu.tw/Client/ViewDream 圓夢計畫報名及競賽系統。 

http://iserve2.ncue.edu.tw/Client/View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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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階段評選與獎勵辦法： 

1. 審查評選： 

(1) 本中心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 

(2) 審查標準： 

 

2. 獎勵： 

獎勵 10 組優選計畫書，每組提供圓夢獎助金 6,000 元，以鼓

勵其實踐並執行圓夢計畫及獲得參與第二階段競賽之資格。 

第二階段：圓夢計畫成果競賽 

(一)參賽資格：第一階段獲得優選之計畫，方可實際執行圓夢計畫，參與

第二階段成果競賽。 

(二)繳交文件： 

1. 成果報告書(請見附件五) 

2. 圓夢導師指導紀錄表(請見附件三) ，將支付導師指導費 2000 元。 

3. 成果競賽當日簡報所需之影片或投影片 

4. 影片或投影片格式： 

(1) 投影片格式不拘。 

(2) 影片格式：長度 5 分鐘以內為限，解析度頇為 1280×720 像素以

上，以 16 : 9 寬高比呈現，影片檔案可為 WMV、AVI、MP4 等

格式。拍攝方式不拘，影片對白或旁 白附上中文字幕尤佳。 

請參賽者將上述表件整合成壓縮檔，並上傳圓夢專區

http://iserve2.ncue.edu.tw/Client/ViewDream 圓夢計畫報名及競賽系統。 

(三)成果競賽辦法： 

1.成果競賽將訂於 106 年 10 月初擇日舉辦。 

2.當日請以投影片或影片方式呈現個人或團隊成果，並邀請中區夥伴學

校主管擔任評審委員進行書面及現場簡報審查。 

3.審查標準： 

項目 比重 

成果展示整體表現 40% 

夢想實踐之成效 30% 

夢想對在地區域之正面影響性 30% 

項目 比重 

夢想開創性／前瞻性 20% 

夢想之感染性 15% 

對社會之正面影響性 15% 

夢想實踐可執行性 50% 

http://iserve2.ncue.edu.tw/Client/View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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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審查結果將遴選出特優 1 名，優等 1 名，佳作數名，當日進行頒獎。 

5.獎勵： 

(3) 特優：壹名，圓夢獎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 

(4) 優等：壹名，圓夢獎金新台幣捌仟元整。 

(5) 佳作：數名，圓夢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註：佳作錄取名額，視評選委員審查結果，由主辦單位決定之。 

六、 申請時程 

項目 時程 

第一階段  

報名暨收件截止日 即日起至 106 年 7 月 14 日(五)止 

審查結果公告 預計於 106 年 7 月 31 日(一)於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及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公佈 

圓夢計畫執行 自 106 年 8月 1 日(五)起執行至 105年 9月 17 日(日) 

    第二階段  

圓夢補助計畫成果競賽 擇日公告 

活動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學大樓 T501 

圓夢補助計畫成果競賽

結果公告及頒獎典禮 

擇日公告 

活動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學大樓 T501 

＊本活動辦法及相關表件，請逕至中區 iServe 服務學習平台之圓夢專區

(http://120.107.186.165:8080/Activity/ViewActivity?activity_id=31) 下載。  

七、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於第一階段獲得優選資格後，頇於期限內依提案內容執行圓夢計畫並參

與第二階段圓夢計畫實施成果競賽發表圓夢成果，若無法執行圓夢計畫內容或

無故拒絕參加第二階段實施成果競賽發表圓夢成果，主辦單位得視情況有權追

回第一階段全數獎金。 

2. 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原計畫、執行內容、圓夢導師輔導紀錄表、心得、

照片或影片等。 

3. 圓夢導師輔導紀錄表一次乙張，並請詳實填寫。 

4. 每隊人員皆頇填寫參賽資格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1 式 1 份)，並連同申請

文件一併上傳至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指定網址。 

5. 成果報告應於執行計畫結束後兩週內，將資料集結成冊，上傳至彰化師

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指定網址，並於之後共同參加成果展示。 

6.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

修正之。 

八、 活動聯絡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劉孟鈴小姐 

連絡電話：04-7232105轉1062 

E-mail：mlliu2017@cc.ncue.edu.tw 

地址：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http://120.107.186.165:8080/Activity/ViewActivity?activity_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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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摘要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圓夢計畫申請摘要表 

一、計畫申請人基本資料（團隊人數以 3-5 人為限，並請隊長填寫於第 1 欄）： 

學校： 

姓名  學號  系級  

手機  電子郵件  

姓名  學號  系級  

手機  電子郵件  

姓名  學號  系級  

手機  電子郵件  

姓名  學號  系級  

手機  電子郵件  

姓名  學號  系級  

手機  電子郵件  

二、計畫摘要：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時間 ____年____月____日 ~ ____年____月____日，共_____天   

四、計畫審核結果：(以下請勿填寫) 

審查 

結果 

 □通過     □未通過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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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圓夢計畫書 

 

 

 

 

 

 

 

計畫名稱： 

 

 

 

 

 

 

 

 

 

 

提案者（含系級、學號、聯絡電話、E-MAIL）： 

 

預計計畫執行期間：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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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請概述計畫執行之主要精神及內容，約 500 字） 

計畫內容 

一、計畫背景 

（請說明與計畫相關之情境及相關背景） 

二、動機與目的 

（請說明欲執行此計畫之動機及目的） 

三、計畫目標 

（請說明在計畫的動機及目的之下，想要達成的具體目標） 

四、計畫執行方法 

（一）事前準備工作 

（請說明計畫執行前的相關準備工作，例如各種有利於計畫順利執行的資料收集與

準備工作等） 

（二）計畫實施之時程與進度 

（請詳細說明計畫之進行時程與相關進度，例如參考下列的表單羅列） 

五、計畫之預期成果及意義 

（請說明計畫若順利完成，預估可能達成的學習成果、收穫或意義可能為何） 

日期 地點 詳細活動內容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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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築一個在地夢」中區圓夢計畫 

圓夢導師指導紀錄表 

計畫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指導內容： 

圓夢導師簽名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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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築一個在地夢」 

中區圓夢計畫成果競賽 

參賽資格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 

 
本參賽者願意承諾以下事項： 
 
一、 於第一階段獲得優選資格後，頇於期限內依提案內容執行圓夢計畫，並參與

第二階段圓夢計畫實施成果競賽發表圓夢成果，若無法執行圓夢計畫內容或
無故拒絕參加第二階段實施成果競賽發表圓夢成果，主辦單位得視情況有權
追回第一階段全數獎金。 

二、 參賽得獎作品若有侵害著作權、抄襲、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得獎、或
模仿等違反智慧財產權法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得獎資格，該名次
不遞補，如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獎金及獎狀。 

三、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為 參賽團隊所有，但入選團隊頇無償授權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作為宣傳推廣、活動紀錄、公開發表、成果展示之用，並授權第三人
之非營利性使用。 

此 據                      參賽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________ 

立 同 意 書 人 

參賽者學校 

(請勾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逢甲大學□大葉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亞洲大學□明道大學□東海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靜宜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主題命名  

參賽者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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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圓夢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提案者（含系級、學號、聯絡電話、E-MAIL）： 

 

計畫執行期間：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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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請概述計畫執行之主要精神及內容，約 500 字） 

計畫內容 

一、計畫背景 

（請說明與計畫相關之情境及相關背景） 

二、動機與目的 

（請說明欲執行此計畫之動機及目的） 

三、計畫目標 

（請說明在計畫的動機及目的之下，想要達成的具體目標） 

四、計畫執行方法 

（一）事前準備工作 

（請說明計畫執行前的相關準備工作，例如各種有利於計畫順利執行的資料收集與

準備工作等） 

（二）計畫實施之時程與進度 

（請詳細說明計畫之進行時程與相關進度，例如參考下列的表單羅列） 

五、計畫之成果及意義 

六、計畫附件 

七、計畫成效省思 

日期 地點 詳細活動內容 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