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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開放。群聚。試驗。永續 

 

社會創新團隊進駐申請辦法 

 

一、 目的 

為打造台灣社會創新創業之友善環境，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規劃透過共創分享

平台模式，激勵跨領域社群交流思考，同時串連人才、創意與資金等資源，提供

共創、聯合行銷展演空間及場域實證服務，將依據進駐團隊需求提供不同的資源

聯結，規劃有利於團隊與產業成長及全民參與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二、 招募對象 

1. 從事社會創新企業； 

2. 社會創新 NPO/ NGO相關組織或團隊等。 

 

三、 探討議題 

以我國面臨的重要社會創新發展議題為優先，如弱勢關懷、智慧城市、銀髮

長照、環境保育、食農創新等，搭配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

所關切的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等 17 個議題，如下： 

目標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目標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目標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目標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

都有一份好工作  

目標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目標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2 

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目標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

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目標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

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目標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四、 進駐夥伴定義及權益與義務 

1. 實體進駐：為本中心正式進駐社會創新團隊，具完整權益及工作空間(無償使

用)，相關辦法依本中心進駐申請須知（附件一）辦理。 

2. 虛擬進駐：權益與實體進駐者相同，僅無工作空間，相關辦法依本中心進駐

申請須知（附件一）辦理。 

3. 同一團隊以實體或虛擬進駐各一次為限。 

4. 進駐夥伴之權益與義務： 

(1) 於進駐期間得以優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場地、設備與服務，採使用者

付費原則。 

(2) 得免費且優先參加本計畫辦理之研習營、論壇活動或相關媒合活動。 

(3) 應遵守本中心之相關規定，配合本中心前述目的宗旨。 

(4) 申請進駐期間為 6個月，第 3個月進行期中報告進度查核；若於進駐期間

經評估後有顯著發展競爭力及社會影響力者，可延長進駐 3 個月（同一

團隊最長共 9 個月進駐期間），以加速業務拓展與穩定營運。延長進駐

期間，團隊除設備租賃使用費及會議室清潔費外，亦須負擔 3 個月共創

空間使用費。 

(5) 進駐期間之權利義務另以「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合約」（下稱「進駐

合約」）規範之。 

(6) 須配合主辦單位所辦理之輔導措施、媒體廣宣與採訪、研習課程及分享

活動，並提供成果，做為相關活動之分享與學習用途。 

(7) 必須完成建置於進駐期間內所研發之技術/產品/服務，無償於本中心提供

展示與體驗服務。 

(8) 本場地地址不提供作為公司（行號）設立登記之用。 

(9) 未經本中心書面同意，使用者不得引用本中心名稱於商業行為，或為本

中心所提供公開資料之衍生資料或作品進行背書。使用者使用上開資料

之加值衍生物，如因其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本中心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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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進駐期間應遵守「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管理注意事項」（附件二）之

各項規定，若有違反情事，團隊得提前終止本合約並限期 5日內離駐。 

(11) 本中心得因其本身經費、場地、成效評估及其他（如政策變更或不可抗

力之因素）等情事提前終止合約，並於一個月前書面通知。 

(12) 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檢討後修訂另行公布。 

五、 輔導方式 

1. 社創主題式研討會/諮詢輔導：針對 SDGs、國內社會議題等主題，邀請該議

題領域專家分享知識、經驗及趨勢，進行社創主題小組式諮詢輔導。 

2. 社創群募輔導：欲參與群眾募資進駐團隊，其產品及服務經外部專家審查通

過後，由專家核定補助金額，進行後續協助其產品或服務市場調查與改良，

及群募平台上架的行銷文案、概念影片製作等一條龍服務。 

3. 社創共契輔導：協助社創產品上架社會創新企業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之相關流

程輔導與諮詢。 

4. 社創商業經營諮詢輔導：邀請社創家或企業主管擔任業師，透過諮詢了解進

駐團隊需求並協助建立商業模式與提點經營缺口，再依據需求給予適性化輔

導、課程及跨領域合作媒合，並設計社會創新主題式商業化、市場化課程(如：

企業管理、財務管理等)。 

5. 社創家腦力激盪小聚：每個月舉辦兩次以社會議題為主題的聚會，並於活動

當中辦理社會創新主題設計思考工作坊，定期刺激社創家思考，並將設計思

考思維融入其產品開發與生活。 

6. 跨域社創資源媒合與爭取：舉辦企業 CSR部門、公益創投等社創資源交流媒

合活動，並協助進駐團隊申請政府補助案。 

7. 策展行銷：以展覽形式展示期末成果，讓進駐團隊在有經費補助的情況下負

責策劃展覽，以創新方式行銷團隊社創產品服務及於本中心、其他縣市據點

聯合展示。 

8. 進駐 6+3方案：進駐第一階段為期 6個月，若於進駐期間經評估後有顯著發

展競爭力及社會影響力者，得進入第二階段 （3個月） 接受各項資源媒合之

機會。延長進駐期間，團隊除設備租賃使用費及會議室清潔費外，亦須負擔

3個月共創空間使用費。 

 

六、 招募程序 

1. 於 2017年 9月 11日（一）前備齊下述相關資料文件並 email至

silab@moea.gov.tw： 

(1) 填妥應備文件「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申請書」（附件三）； 

(2)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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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工作室、公司資格申請者，提供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資格為個

人，免上傳）：如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

或經濟部核發之公司登記證明書等，以 PDF、JPEG、JPG或 PNG

格式，擇一隨(附件三)email 至 silab@moea.gov.tw。 

B. 曾經開發產品或服務可供本中心檢視該產品或服務之網址，需要帳

號與密碼存取者須一併提供。 

(3) 即日起至申請截止日前開放預約場勘。 

(4) 本中心將視進駐情況機動進行團隊招募，相關招募資訊將在三週前公告

於青年創業圓夢網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專區（https://goo.gl/w1YoeS）。 

2. 進駐審查方式： 

(1) 初審：依書面文件進行初審（資格、文件完整檢視），於 9月 15日公布

初審結果於青年創業圓夢網-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專區。 

(2) 決審：於 9 月 22 日(暫定)委請專家以簡報審查方式進行進駐申請評估；

於 9月 29日將正、備取名單公布於青年創業圓夢網-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專

區。 

(3) 於正取名單公佈後，申請團隊需於一週內完成進駐簽約程序；逾期未完

成簽約之團隊視同自動棄權，將由備取名單遞補。 

(4) 主辦單位得視審核情況調整各作業期程，並於青年創業圓夢網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專區（https://goo.gl/w1YoeS）公告。 

3. 審查重點： 

(1) 社會創新產品、服務、技術說明及對社會帶來影響之評估分析（30%） 

(2) 產品/服務/技術競爭優勢、市場需求與使用性（25%） 

(3) 歷年開發成果或實績（25%） 

(4) 未來發展計畫（15%） 

(5) 對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回饋規劃（5%） 

 

4. 進駐模式： 

(1) 實體進駐：開放式研發空間（非固定式座位）以 20 組為限（每隊最多 3

人），中心將依團隊進駐現況陸續開放進駐空間，並動態公告進駐空間

使用現況。 

(2) 虛擬進駐：以 10組為限（每隊最多 3人），除實體工作空間使用外，虛

擬進駐單位權益與實體進駐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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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審查項目 

項    目 內容說明 

1. 社會創新產品、服

務、技術說明及對

社會帶來影響之評

估分析（30%） 

1. 我國重要的社會創新發展議題，如弱勢關懷、智慧城

市、銀髮長照、環境保育、食農創新等，以及聯合國 

的 「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關切的消滅貧

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等 17 個議

題 

2. 所發展之社會創新產品/服務預計對社會帶來影響之

評估分析 

3. 其他 

2. 產品/服務/技術競爭

優勢、市場需求與

使用性（25%） 

1. 預期使用對象分析 

2. 市場產品/服務需求分析 

3. 服務商業化市場分析 

4. 營運與商業模式規劃說明 

5. 其他 

3. 歷年開發成果或實

績（25%） 

1. 產品書面展示說明 

2. 得獎證明 

3. 專利陳述等 

4. 其他 

4. 未 來 發 展 計 畫

（15%） 

1. 進駐單位進駐期間研發時程與每月進度說明 

2. 未來發展及營運規劃（營運資金 、產品研發…） 

3. 專利佈局 

4. 其他 

5. 對社會創新實驗中

心回饋規劃（5%） 

1. 導入產品服務提供社創中心展示與體驗之規劃 

2. 是否有協助其他團隊共 同成長的規劃 

3. 其他 

 

八、   本招募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檢討後修訂另行公布。 

九、 聯絡人張小姐 email：silab@moea.gov.tw電話：02-6631-6698，周先生電話：02-

6631-6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