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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2-23 年度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研習營 

【培育青年、改變未來】活動簡章 
【年度 RYLA 介紹】 
l 活動目標 

為台灣青年對於社會創新議題參與意願，邀請在台對於永續發展議題有興趣青年參與培

訓計畫，本計畫擬徵選 28 組青年團隊參與，其中包含團隊領導工作坊、ESG 主題課程、

扶輪社企業參訪、預選及決賽等培育計畫，提供青年針對永續危機及產業創新解決方案，

並且以團隊、跨小組模式完成創新服務方案。期待在台青年協同扶輪社各產業企業家一

同激發創新方法，並且透過理想與現實的結合，將永續發展目標應用於社會問題解決。 

l 主辦單位：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2-23 年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委員會 

共同主辦：國際扶輪 3481 地區贊助之扶輪社 

l 活動目標 
1) 激勵青年對於社會創新思考 

2) 藉由扶輪社及社創企業引導青年了解社會議題，以利提出創新且務實的社會永續方法 

3) 藉由專業講師、多元線上課程、團隊課程提升青年永續觀念、職能培育、團隊及人脈拓展 

l 研習期間 

 

日期 主題 備註 

111 年 10 月 30 日(日) 開幕式暨社創工作坊  

111 年 11 月 01 日(一)~112 年 01 月 31 日(二) 「好學校」線上學習  

111 年 11 月 01 日(一)~112 年 12 月 31 日(六) 
扶輪服務計畫及 

社創企業參訪 

依主辦單位 

規劃 1-2 天 

112 年 02 月 11 日(六) 社創提案預賽  

112 年 03 月 12 日(日) 
社創決賽暨 

結業與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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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提案競賽說明】 

l 競賽資格： 
20-26 歲大專院校或是社會青年優先，以四人組隊報名參加，經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2-23 年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委員會公告錄取組別即可進行 

l 競賽獎項: 
1) 全程參與課程際入選決賽隊伍，依照專案報告成績排序，可獲得「扶輪永續獎助金」 

A. 第一名：國際扶輪獎，該組獲得新台幣 2 萬元 

B. 第二名：RYLA 委員會獎，該組獲得新台幣 1 萬 6 仟元 

C. 第三名：永續青年獎，該組獲得新台幣 1 萬 2 仟元 

2) 其他競賽福利 

A. 入選競賽小組即可獲得 Hahow 線上學習平台 6 個月使用權 

B. 獲選成為扶輪社服務計畫機會(真正實現社會創新提案) 

l 本次競賽「議題」為下列七項議題作為社會創新提案： 
1) 和平締造與衝突預防： 

對於多元文化理解，並且預防及調解衝突 

2) 疾病預防與治療： 

針對疾病教育及動員社會以達到預防及拓展醫療保健可能性 

3) 水資源與用水衛生： 

提供人們可持續用水、衛生設施及衛生服務 

4) 母親與兒童健康： 

針對母親與兒童提供其好的醫療、衛生與教育機會 

5) 基礎教育與識字： 

針對社區強化基礎教育，弭平教育資源不對等性 

6) 社區經濟發展： 

提供年輕人與年長者機會為經濟及社區發展 

7) 環境保護： 

針對環境議題而提出可執行行動與改變 

 

 

 



   
2022-23 年度想像扶輪 

 

l 評選標準:  

初賽 

評選標準 

提案企劃書(30%)： 
1. 完整性(40%): 

以書面審查為主，其提案書架構、模式、財務規劃，是否適切並充分提供評審

了解計畫之概念。 

2. 創新性與獨特性(30%): 

整體提案書之原創性、創新性及獨特性 

3. 可被執行性(30%) 

是否合理貼切且具市場與競爭及未來發展潛力價值，有相當高程度的可行性 

簡報發表(Pitch)(70%)： 
1. 完整性(30%) 

提案生成緣由、市場需求性、執行規劃、社會貢獻性、可行性 

2. 創新性與獨特性(30%): 

整體提案之原創性、創新性及獨特性 

3. 團隊合作(15%) 

團隊分工、成員技術及核心能力、關鍵資源與夥伴 

4. 提案技巧與臨場反應(25%) 

針對發表內容是否時間掌握及表達良好 

決賽 

評選標準 

專業評審評分(80%)： 
1. 完整性(25%): 

應包含生成緣由、市場需求性、執行規劃、社會貢獻性。 

2. 創新性與獨特性(20%): 

整體提案之原創性、創新性及獨特性 

3. 提案技巧(15%) 

針對發表內容是否時間掌握及表達良好 

4. 影響力評估(40%) 

本身計畫影響力，包含影響範圍及針對對象影響深度 

現場嘉賓投票(20%)： 
1. 影響層面(25%): 

是否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和支持。 

2. 提案解決性(25%): 

整體提案之原創性、創新性及獨特性 

3. 可被執行性(35%) 

計畫是否能夠被執行 

4. 感動人心(15%) 

針對一般大眾認為有其必要性及被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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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l 報名資格: 
1) 20-26 歲具有大專院校學歷以上之在台青年，以四人組隊方式報名參加(可跨校、跨

系、跨年齡、跨領域組隊參加)，同一人不得同時跨隊參加。 

2) 參賽團隊應為未申請公司行號設立者。 

l 報名費用: 
參賽小組需繳交 4,000 元保證金，全程參與於成果發表暨結業式後退還 

*期間必須依照規定：開幕式暨團隊工作坊、線上學習課程學習、扶輪服務計畫及社創企

業參訪、社創提案等四階段 

l 報名時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111 年 10 月 10 日(一) 

2) 報名方式：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系統 https://lihi1.com/Xyg0a 

3) 甄選辦法：報名截止後主辦單位將於 111 年 10 月 12 日(三)公布錄取與備取小組，請

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五)填寫詳細資料及繳交保證金，即為獲選小組，若未於時間內

完成相關作業，主辦單位有權依序遞補獲選小組。 

*具有 SDGs 或是社會創新等經驗優先錄取。 

4) 入選公告：111 年 10 月 12 日(三)於活動粉絲專頁及郵件通知 

l 注意事項: 
1) 凡報名參與競賽之隊員，視同接受主辦單位所公告之競賽辦法及各項公告、規則與評選

結果，若有違反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 

2) 參賽團隊於研習期間之各項資料，其相關智慧財產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並須無償授權使

用，授權使用範圍僅限於活動宣傳、活動紀錄與成果發表展示，不得作為營利之用。 

3) 參加評選之計畫書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追回入圍資格

與獎勵，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送件申請之計畫書亦不得有抄襲或代筆之情事，

若經發現，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4) 參賽作品如在交送運輸過程中有所損壞，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5) 請各團隊隊長務必確認信箱與手機運作是否無誤，以便相關重要事項之聯繫。 

6) 主辦單位擁有隨時修正競賽相關辦法與規定之權利，以競賽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7) 基於公平原則，各申請團隊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請申請團隊在上傳繳

交報名相關資料前，仔細確認報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 



   
2022-23 年度想像扶輪 

 

【聯絡資訊】 

l 聯絡單位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2-23 年度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委員會 

l 聯絡方式 
FB 官方粉絲專頁: RYLA 3481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研習營 

IG 官方帳號: ryla_3481 

Email: rid3481ry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