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0 線上常設展說明
本計畫旨在鼓勵大學落實社會責任，強化大學貢獻城鄉均衡發展之在地連結及
合作，藉由教師帶領學生串聯跨領域、跨團隊及跨校能量，並結合地方政府及
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落、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進而培養新世代人才
對真實問題的理解、回應與採取實踐行動能力，藉以增進在地認同，激發在地
就業或在地創業的意念，活絡地方成長動能，促成區域創新。
全天下最美的事就是，每天不斷地重複做相同的事，相信堅持能成為最踏實的
力量。然爾，時間與資源是如此的有限，如何一同分享耕耘社會責任這片沃
土、循著善意及順應自然之執行模式，探索框架外之社會真實性，渴望轉變是
當前學界與社會的關鍵。
扛壩子 X 的獻聲〡The Core Character of X
在大學社會責任之中，學生將自己的選擇交付給了學校及場域；以 USR 第一期
(107-108 年度)執行成果為例，平均一件計畫投入師生比為 1:7，代表一件計畫
能順利推動並長期進行，學生是極為重要的串聯環節；可能有些剛從中學畢業
初入大專校院、有些執行 USR 已有一段時間稍有心得，有些更是向未來宣戰執
行社會責任非我莫屬，既然時間、資源如此有限，於是有這麼一個想法：「常
以為能執行好的計畫，是擁有最幸運的資源，卻忘記給它被動需要的養分就是
人」。面對長期單一思維所導致的狹隘，如何透過學生翻轉高塔？
扛壩子是對於一件事情的熱愛與貢獻；X，代表著未知數，那麼扛壩子 X 就如同
數學函數 F(X)一樣，每一個 X 都有相對應之數值，代表著學生在於大學社會責
任之中是不可或缺的夥伴，每個夥伴都有其各司其職的角色，我們相信，每個
人都應該有機會，去創造足以改變社會的事物。
以扛壩子 X 的真實心得，展示 USR 在這個時時刻刻變化中的世界，勾勒出抱負
友善的樣貌。
二、徵選辦法
1、 徵選資格與內容
本次徵選對象以執行教育部第二期(109-111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計
畫學生，提供自身與 USR 真實心得為內容，字數 2000 字(含標點符號)以上及 3
分鐘自我介紹短片，並於 2020/06/17(三)12:00 前繳件完成，中心將針對投稿
內容擇優選取 50 位學生，可獲得最佳鼓舞獎:【KINYO】手持 USB 無線吸塵器(白
色)一組。
於 2020/06/30(二)12:00 公告甄選結果，預計錄取 9 名學生可獲得依據中央政
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要點及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稿費支給要點提供
稿費:新台幣 900 元/千字(核實報支)及【BRITA】Aluna3.5L 一組，還有專題人
物影像拍攝、人物報導，成為 2020 線上常設展扛壩子 X 之一。(為公平原則，
入選者不得重複領取最佳鼓舞獎)。

2、 報名類別
 子題一「萌芽的螺絲〡Novice」:剛接觸 USR 之學生，未深入接觸 USR 及相
關執行經驗，希望能透過該族群對於 USR 的好奇，嘗試結合自己的專長，
投入場域者。


子題二「轉動齒輪〡Intermediate」: 執行 USR 計畫有一年(含)以上之學
生，具備課堂基礎及實際場域執行一年(含)以上之經驗，對 USR 計畫由陌
生進階成可擔當小型任務之角色。



子題三「關鍵鑰匙〡Advanced」: 執行 USR 計畫有兩年(含)以上或欲發展
志業之學生，具備課堂基礎及實際場域執行兩年(含)以上之經驗，目標為
USR 的核心扶植人才，可嘗試帶領團隊亦有開創及結合 USR 的能力。

3、 甄選程序
由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進行資格檢核及評選，入選學生名單，將於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官方網站」、「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FB 粉專」公告並同步以電子郵件通知入選學生。
(1) 評選方式- 每個子題，各錄取 3 名，預計錄取 9 名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進行資格及報名文件檢核通過後，始得交由評審
委員團針對報名所提供之資料以書面審查方式進行評選。
(2) 評選標準
項次
評分重點
1
經驗與表達
2
情感動機契合性
3
創意表現與連結

說明
議題回應與場域的連結度
USR 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是否獨特或賦予新觀點與價值

比重
40%
35%
25%

三、重要時程
為順利進行 2020 扛壩子 X 的獻聲〡The Core Character of X 線上常設展作業，
請徵選學生事先預留時間，以免影響入選資格及後續採訪拍攝之權益(採訪拍攝
將視當時疫情狀況調整)。
項目

時間
2020/05/25(一)12:00
徵選階段
2020/06/17(三)12:00
2020/06/22(一)09:00
甄選階段
2020/06/30(二)12:00
接洽入選學生 2020/07/01(三)~2020/07/17(五)
採訪行動
2020/07/20(一)~2020/08/14(五)
子題一展示
2020/11/01(日)00:00
子題二展示
2020/12/24(四)00:00
子題三展示
2021/01/28(四)00:00

說明
徵選開始
徵選截止
甄選評選
甄選結果公告
聯繫採訪拍攝時間
採訪拍攝
扛壩子 X 的獻聲展區
扛壩子 X 的獻聲展區
扛壩子 X 的獻聲展區

4、 報名資訊
時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三)中午 12:00 止，逾期不受理。
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3kjjDkWMquHARomY7
(報名填寫內容，請詳附件一)。
5、 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料請務必確實填寫，以免影響學生的權益。
2、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在不影響徵選學生權利為前提下，保有調
整活動內容之權利。
3、 參與徵選學生應確保無侵害他人之權益，如涉侵權行為，導致徵選學生
及相關單位連帶權益受損，應由涉侵權之徵選學生自負責任及賠償事
宜。
4、 入選學生所進行之採訪及拍攝著作權屬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所
有，並保有本徵選活動過程紀錄與後續報導及展出之公開使用權。
5、 入選學生應檢附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同入選通知由主辦單位提供)。
6、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辦法、延期之權利，
以主辦單位實際活動公告為主。
6、 聯絡我們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 2020 年線上常設展策展團隊
綜合業務組 協同主持人李冠榮教授
綜合業務組 趙德蘭專案經理 (06)2090-300#22
綜合業務組 李佾芳專員 (06)2090-300#19
■ 聯絡信箱:usr.moe.tw@gmail.com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usrmoetw/或搜尋【教育部大學社會
責任推動中心】

【附件一】

2020 扛壩子 X 的獻聲〡The Core Character of X
徵選報名表內容摘要


報名表單需要您保留 20 分鐘的時間填寫，請您事先準備好以下資料，以協
助自己快速完成線上表單之填寫。

一、個人基本資料填寫
1. 姓名
2. 性別
3. 通訊地址(為交付最 USR 鼓舞獎之用途)
4. 就讀學校
5. 科系/年級
6. 計畫名稱
7. 計畫類型(請依所隸屬計畫之類型，選擇一項)
 大學特色萌芽型計畫
 大學特色深耕型計畫
 國際連結萌芽型計畫
 國際連結深耕型計畫
11.手機號碼
12.Email
13.報名類別(請依自身經驗，選擇一項)
 子題一「萌芽的螺絲」:剛接觸 USR 之學生
 子題二「轉動齒輪」: 執行 USR 計畫有一年(含)以上之學生
 子題三「關鍵鑰匙」: 執行 USR 計畫有兩年(含)以上或欲發展志業之
學生
二、本次徵選內容填寫(第 2-5 問題字數須達 150 字以上)
1. 請用一句話描述自己
2. 認為自己在 USR 團隊中所擔任的角色
3. 當初如何接觸到 USR 團隊
4. USR 對於你的意義
5. 你對 USR 的想像與期待
6. 三分鐘自我介紹小短片(請自行上傳 Youtube 平台，提供觀看連結)
三、文件繳交(請遵守需求建議，於報名表單內上傳：
https://forms.gle/3kjjDkWMquHARomY7)
1.自身與 USR 真實心得文字稿(2000 字(含)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