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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 

競賽辦法 

 

一、 競賽緣起與主旨 

    能源在文明社會大量開發與使用下日漸枯竭，能源過度消耗所產生的副作用(如環境

污染、溫室氣體排放等)也為地球環境及人類社會的存續帶來新的風險與危機。面對能源

短缺問題與全球氣候變遷的廣泛衝擊，如何改變能源使用方式、提升能源運作效率、調

整能源消費結構等議題，已列入國家重要政策規劃之中。現今產、官、學、研各單位無

不大量投入人才、技術與資金等資源進行能源科技研發。本計畫以「潔淨能源」為主軸，

期透過競賽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創造具有價值之創新作品，促進綠能科技創新開發與推

廣潔能整合應用。 

    為增進大專院校學生在潔能科技及減碳的新興技術之理論與實務應用，強化能源領

域之專題研究與實作能力，本活動鼓勵學生藉由參與競賽結合科系專業與創意發想，透

過小組團隊合作與系統性的概念整合應用將其轉化為具創新性與實用價值的潔淨能源產

品或研發成果，厚植學生未來就業所需之創新思考、實作執行、團隊合作、溝通表達等

重要競爭力。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三、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 

 

四、 參賽對象：桃園、新竹、苗栗之大專院校系所學生（108年 6月仍在學者，含研究

生），可跨校組隊報名參加，每隊人數至多 4 名，指導教授至多 2名。搜尋 

 

五、 競賽時程： 

(一) 初賽報名及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5:00 止。 

(二) 公佈入圍決賽隊伍名單日期：108年 6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5:00。 

(三) 決賽評審日期：108年 7月 12日（星期五），決賽地點為國立中央大學。 

以上時程如有異動，主辦單位將於網站上更新競賽訊息，並通知報名參賽隊伍。 

 

六、 競賽類組與獎項： 



 2 

(一) 競賽分為「在地實踐組」和「儲能應用組」兩類，每隊僅能選擇單一類別參賽，且

每位參賽者限報名一隊。 

1. 在地實踐組 (名稱發想，例如：潔能的春天來了隊)：競賽作品可包含潔淨及創

新能源、儲能、能源有效化利用、綠能循環經濟、節能減碳等與「能源科技」

相關主題，並可融入氣候變遷、溫室效應、環境永續等議題，進行提案企劃比

賽，作品設計呈現需落實於在地需求。 

2. 儲能應用組 (名稱發想，例如：藏在能裡隊)：鼓勵提出創新應用之創意設計構

想，且作品對產業或生活應用具有發展之潛能，讓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的

儲存與應用更貼近一般人的生活。 

(二) 決賽將依評審成績選出下列獎項，頒發獎金與獎狀以茲鼓勵。 

 1. 金獎（一名）：獎金 3萬元、獎狀乙紙； 

 2. 銀獎（一名）：獎金 2萬元、獎狀乙紙； 

 3. 銅獎（兩名）：獎金 1萬元、獎狀乙紙； 

 4. 創新應用獎（一名）：獎金 8仟元、獎狀乙紙； 

 5. 實作技術獎（一名）：獎金 8仟元、獎狀乙紙； 

 6. 佳作（四名）：獎金 5仟元、獎狀乙紙。 

   ※ 已報名參加任何一組別並完成初賽審查之隊伍，即頒發參賽證明獎狀。 

 

七、 競賽評選方式： 

(一) 第一階段【初賽】 

1. 參賽隊伍應撰寫參賽作品構想書，連同報名表等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初賽評分項目與比重： 

 

評分項目 比重 

（1）創意歷程 30% 

（2）創意特色 30% 

（3）應用潛能 30% 

（4）構想書完整性 1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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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賽為書面評選，由評審委員針對各類組之參賽作品構想書內容進行評分，再  

擇優進入第二階段之決賽賽程。入圍決賽隊伍名單將同步公告於潔淨能源系統

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 Facebook 粉絲專頁，請搜尋「桃竹苗

潔能窩」查詢，並寄發 E-mail 通知。 

(二) 第二階段【決賽】 

1. 決賽採取書面（包括作品簡報及說明海報）及實體作品之公開評選，評審委員

於競賽展示會場針對作品內容向參賽隊伍進行詢答與評分。 

2. 評審委員得至在地實踐組各隊作品在地區域進行實地審查，參賽隊伍須準備實

作作品進行說明。 

3. 參賽者須自行準備作品簡報書面資料一式六份，供評審委員評分時參閱。另須

依主辦單位公告之規格，製作說明海報一張並張貼於指定位置。所有參賽作品

之文稿資料於活動結束後不予歸還，相關檔案請作者自行留底。 

4. 決賽評分項目與比重： 

 

評分項目 比重 

（1）現場簡報（含海報說明） 20% 

（2）作品展現 30% 

（3）作品創意 30% 

（4）作品應用潛能 20% 

總計 100% 

        

※ 評選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節能領域之產學界專家若干人組成評審委員會，按

評選原則予以評分；若遇分數相同時，則依據上開評分項目順序之分數高低決

定排名。 

※決賽資訊：決賽賽程訊息將於決賽 10日前於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

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 Facebook 粉絲頁公告之，請搜尋「桃竹苗潔能窩」查詢。 

 

八、 競賽報名辦法： 

(一) 本競賽報名資訊可參見「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

Facebook 粉絲專頁。 

(二) 參賽隊伍請自行至以上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參賽所需資料，每隊須選定一名隊員

為主要聯絡人以便通知競賽相關訊息。 

(三) 參賽隊伍須於 108 年 4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5:00 前至報名網站

(https://goo.gl/U4dDTz) 完成登記，並將完整報名資料及構想書之電子檔（須同時檢附

Word及 PDF之格式版本） E-mail 至「connie@ncu.edu.tw」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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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俟收到官方確認回覆信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四) 如對本活動有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30-17:30）來電：

(03) 4227151 Ext. 28022 陳先生或 Ext. 28023許小姐。 

 

九、 競賽注意事項： 

(一) 初賽報名寄件之 E-mail 信件主旨一律為『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 XX隊

名』，例如『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潔能的春天來了隊』，信件所附報

名資料之檔名同信件主旨。請欲參賽之隊伍及早完成報名程序，逾時繳交者將不受

理報名。 

(二) 報名參賽之作品如曾參加國內外其他競賽獲獎者，不得投件。 

(三) 參賽隊伍應保證其參賽作品具原創性，避免抄襲仿冒之情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

法規及學術研究倫理。如因抄襲、仿冒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

參賽人應自行排解與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

任何法律責任。 

(四) 競賽得獎作品，如經查證違反上述規定或因涉訟而敗訴者，主辦單位有權撤銷得獎

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 

(五) 參賽作品不得使用對人體有害物質或易產生氣爆、火花等有安全疑慮之材料或器材。 

(六) 基於活動宣傳需求，主辦單位對入圍作品擁有攝影、報導、展出、於其他媒體刊登

作品相關圖文內容之權利。 

(七) 得獎隊伍獲得獎金應配合中華民國稅法繳交相關所得稅。 

(八)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共同商議之。 

(九) 凡報名參賽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十、 相關附件 

附件一、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報名表（初賽報名填具） 

附件二、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作品企劃書（初賽報名填具） 

附件三、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參賽作品授權同意書（入圍決賽之隊伍方

須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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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  報名表            附件一 

團隊名稱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中文  

 

※基本資料：參賽人數至多 4名，指導教授至多 2名 
 
 指導教授 

姓名 機關名稱（院校） 所屬單位（系所） 職稱 

1     

2     

 
 參賽者 

姓名 機關名稱（院校） 所屬單位（系所） 擔任工作簡介 

1     

2     

3     

4     

 
 主要聯絡人 

姓名  市話  

Email  手機  

通訊地址  

 

 作品簡介 

產品特色及說明 

（中文或英文均可） 

以 200 字為限 

 

創新或貢獻概述 

以 200 字為限 

作品大小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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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賽

者

學

生

證

正

反

面 

※為證明參賽資格，參賽者請務必貼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掃描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背面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背面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背面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背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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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2019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 

作品企劃書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心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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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企 劃 書 
（本企劃書以十頁為限） 

 

參賽組別 組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ㄧ、摘要 

 

 

 

關鍵字詞： 

二、作品製作背景與動機說明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四、作品創新性與應用價值說明 

 

 

 

五、預期研發績效成果說明 

 

 

 

六、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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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桃竹苗區域潔能創意實作競賽 

參賽作品授權同意書 

 

參賽作品名稱：                                                        

立書人（即授權人，須全體成員含指導教授親筆簽名或蓋章）： 

姓名 1： 姓名 2： 姓名 3： 

身份證字號 1： 身份證字號 2： 身份證字號 3： 

姓名 4： 姓名 5： 姓名 6： 

身份證字號 4： 身份證字號 5： 身份證字號 6： 

 

        立書人茲同意授權國立中央大學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

竹苗推動中心，得安排該參賽作品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

不另致酬。且該作品未曾參與其他競賽獲獎，保證未涉及抄襲、仿冒或過度參

考之相關情事。立書人若有違反上開擔保事項致使他人權利受有損害者，將自

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概與被授權人無涉，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

害。立書人之競賽得獎作品如經查證違反上述規定或因涉訟而敗訴者，主辦單

位有權撤銷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 

此致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桃竹苗推動中

心 

立書人簽章：                、                、                、 

                、                、                 

（須全體成員含指導教授親筆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