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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駐對象：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名下無購置（或登記）房產，並具有

社區意識、願意與其他專業團隊共好、共學，且願意切結遵守台北 NPO 聚落一切管理

規範之下列單位： 

（一）依法核准設立登記之非營利組織。 

（二）已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創新平台社會創新資料庫」登錄之組織1。 

（三）具有潛力及發展性之創意社群或個人2。 

 

二、 所有進駐單位之發展使命，皆應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等三大面

向，以我國面臨的重要議題為優先，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個議題，

為社會提出更多解決方案、發揮影響力，為永續的世界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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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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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可出租之獨立辦公空間 20%為限。 
2 創意社群或個人僅得租用不固定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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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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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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進駐規則 

（一）各進駐類別以單一進駐申請單位（以下簡稱申請單位）獨立申請為原則。 

（二）申請單位僅能擇一進駐類別進行申請。 

（三）二、三樓獨立空間，至多得由三個申請單位聯合申請；但同一申請單位不得同

時與其他申請單位重複申請，經查違規者，該重複申請單位將喪失該次進駐申

請權利；至其他申請單位因此而生之損害，由該違規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四）以創意社群或個人身分申請進駐者，僅得申請「不固定座位」，並須檢附申請應

備文件 1、3、4，以及社群代表或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供台北 NPO 聚落

營運團隊（以下簡稱營運團隊）審查。 

 

進駐類別 編號 進駐期間 申請應備文件 

獨立空間 

Room 202 

Room 205 

Room 301 

Room 302 

Room 303 

Room 304 

Room 305 

4 樓（Room A、

B、C、D、E、F） 

需以一年

為簽約期 

1、 進駐申請表（附件 1-1、附件 1-2）。 

2、 申請單位證明文件： 

（1） 合法立案證明或登記機關核

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

登記表影本。 

（2） 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近一年度

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或

綜合損益表及營業稅 401 申

報書）影本（含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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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座位 4 樓A 區 公函）。 

（3） 全國財產總歸戶資料證明3。 

（4）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申請進駐切結書（附件 2）。 

4、 進駐計畫書（附件 3）。 

不固定座位 4 樓 B 區 

需以半年

至一年為

簽約期 

 

（五）進駐申請方式：依台北 NPO 聚落官方網站（www.npohub.taipei）公告之訊

息，依線上或紙本提出申請。  

1. 線上申請：至台北 NPO 聚落官方網站「進駐申請專區」提出申請，並上

傳應備文件。 

2. 紙本申請：將申請應備文件以紙本寄送至「10005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

路三段 2 號 4 樓 _台北 NPO 聚落進駐審查委員會收」，申請時間以郵戳為

憑。 

（六）審查方式： 

1. 獨立空間： 

（1） 初審： 

A. 由營運團隊依申請應備文件進行審查，並通知符合進駐對象者參

加複審。 

B. 應備文件不全者，經營運團隊通知限期補正未補正，或申請文件

經審不符進駐對象者，均為初審不通過，由營運團隊通知。 

（2） 複審：由台北 NPO 聚落進駐審查委員會依評選項目進行評選，並

依評選結果決定進駐順序。 

2. 固定座位與不固定座位：由營運團隊依申請文件審酌後，決定是否進駐及

進駐順序。 

3. 複審結果公告：以 E-mail 與電話通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並將進駐名單公

告於台北 NPO 聚落官方網站、台北 NPO 聚落臉書官方粉絲頁及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官網。 

 
3 請向稅捐單位申請，申請路徑：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8200002；證明核發

需 3 至 5 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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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進駐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1. 進駐審查委員會由 7 人組成。委員由 2 名營運團隊代表、1 名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代表、4 名外部專家、學者擔任。 

2. 委員名單經營運團隊徵詢與確認後，公告於台北 NPO 聚落官方網站。 

（八）評選項目及權重： 

評選項目 權重 

1.組織目標、願景及使命與 SDGs 之關聯 25% 

2.過往實踐組織使命之努力或成果 20％ 

3.組織發展潛力與競爭力 20％ 

4.創意構想與跨域合作創新方案 15％ 

5.進駐後規劃辦理之回饋或措施 10％ 

6.書面資料與簡報 10％ 

總計 100％ 

 

（九）簽約及保證金： 

1. 複審通過之申請單位（以下簡稱進駐單位）須於簽約前，依營運團隊通知之

期限，繳納保證金（即一個月租金），並領取保證金繳交證明單（附件 4）；

逾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本次進駐權利，須再次申請並經審查後，始得進駐。 

2. 進駐單位，應正式簽署進駐使用契約書（附件 5-1、附件 5-2）及進駐使用

規範切結書（附件 6），並於進駐簽約日攜帶證明文件正本備查；經查驗不

符者將取消進駐資格。 

3. 進駐單位應於簽約後二週內進駐，逾期未進駐且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

棄進駐權利，除須再次申請並經審查後始得進駐外，並將扣抵原保證金 50%

之金額。 

4. 保證金於契約終止或期滿不再續約時，經營運團隊確認該進駐單位未有欠繳

款項且進駐空間未有任何損害後，將無息全額退還。 

（十）續約及退場： 

1. 進駐單位進駐期間（含原始契約及續約）最長以三年為限；倘仍欲進駐，需

依進駐規則重新申請，並依審查結果進駐。 

2. 進駐單位辦理續約，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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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有續約意願，應於契約期滿前二個月主動提出申請。由營運團隊視

該進駐單位於進駐期間遵守場地規範等相關情形，決定是否續約。 

（2） 未依期限申請續約或不符合續約資格者，需於契約到期當日下午六點

前搬出並復原辦公室空間；經確認該進駐單位未有欠繳款項且進駐空

間未有損害後，將於 14 個工作日內以匯款方式無息全額退還保證金。 

3. 進駐單位若有下列情況，營運團隊得提前終止契約並限期一個月內搬遷： 

（1） 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 

（2） 違反雙方所簽契約、借用其他單位及轉租。 

（3） 違反台北 NPO 聚落網路使用規範，且從事違法行為。 

（4） 違反台北 NPO 聚落進駐使用規範或影響他人使用情形重大，經三次

開單勸導，屢勸不改。 

（5） 未按時繳納每月使用費（含租金及管理費），經催促限期繳納，仍未

繳納。 

（6） 其他重大違法事項。 

（十一） 進駐單位權利與義務： 

1. 於進駐期間得依台北 NPO 聚落收費標準租用或使用台北 NPO 聚落提供之

場地、設備與服務等。 

2. 得優先參加台北 NPO 聚落辦理之研習、論壇或社群等活動。 

3. 得優先接受台北 NPO 聚落辦理相關輔導措施。 

4. 須配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及台北 NPO 聚落所辦理之輔導措施、媒體廣宣、

採訪、研習課程、內部社群與分享活動，並提供成果，做為相關活動之分享

與學習用途。 

5. 應共同維護台北 NPO 聚落環境整潔及公共用品。 

6. 應遵守台北 NPO 聚落進駐使用規範等。 

 

四、 收費方式 

1. 應於簽約當日起一週內（不含例假日）支付第一個月使用費（含租金及管理費）或

全部契約金額（依簽約期程），以匯款方式全額匯入營運團隊指定帳戶。 

2. 其餘收費依台北 NPO 聚落收費標準（附件 7）辦理。 

3. 支付款項所衍生之手續費由進駐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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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放與使用時間 

1. 獨立空間、固定座位可全年 24 小時使用，惟須遵守台北 NPO 聚落進駐使用規範。 

2. 不固定座位，使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國定假日除外；若為配

合台北 NPO 聚落活動辦理，有未能於不固定座位區辦公時，營運團隊應於活動 3

日前將配套方案公告於台北 NPO 聚落內部社群佈告欄。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以營運團隊解釋為準。 

 

備註： 

進駐類別 相對應之附件 

2 樓、3 樓獨立空間 
附件 1-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1、附件 6、

附件 7 

4 樓獨立空間、 

固定座位與不固定座位 

附件 1-2、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2、附件 6、

附件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