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競賽辦法 

1. 競賽名稱：《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2. 主辦單位：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3. 承辦單位：無二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4. 前言： 

隨著全球暖化日益嚴重與傳統能源快速耗竭，世界各主要國家莫不將節能減碳列為施政方向，

進行能源戰略布局，發展再生能源，綠色產業儼然成為全球經濟新亮點。為因應綠色經濟時代

的來臨，政府全力推動綠能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以強化能源安全，創新綠色經濟並促

進環境永續。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的建置，結合行政院、經濟部、科技部、中央研究院及台南市政府，

吸引國內外綠能科技人才進駐，成立產業區、商業區、產業研發專區、測試區、中央研究院南

部院區，在高鐵台南站周圍快速發展。 

為因應「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計畫之主體精神，「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科技部開發工程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案」乙案：民眾參與計畫－綠能．藝術也能-公共創意行動計畫以《源源不息

－沙崙綠能藝術節》為主要命題，策畫了一系列的活動邀請民眾參與。此藝術節延續甲案

《綠．動》四件公共藝術作品對於能量轉換的探討，透過展覽、工作坊、講座、表演等活動，

將自然界中不易被察覺的能量，轉換以可見的方式呈現，透過藝術之美，感受科技的運用是為

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本競賽期望推廣綠能「循環永續」、「友善環境」等特性，鼓勵國小學童利用「藝術」以及

「科技」展現「能量的轉換」，反應「綠能」與人民生活、生態人文之間的連結與展望，「能

夠」為大眾與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帶來不同的啟發與想像。 

 

5. 競賽主題： 

遠古的人類不只需要漫長的時間進行採集、飼養或種植食物以便獲取維生能量，他們還需要熱

能，學習用火、保持溫暖、維持體內水份，有的打獵獸皮、運用動物身上的所有資源；有的種

植棉花，將棉花捻織成線，線編織成布，布才能變成衣服，最後才能積聚熱能保持溫暖。 



 

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人類累積了在世界中各種不同地域收集能量的方法，並將這些方法紀錄

傳授給後代，讓後代能夠更快速地收集能量與積聚能量以便使用。 

此競賽的題目「用藝術創意發電」，鼓勵學生發揮出自然科學領域學習到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運用太陽能板、風扇、水車...等屬於再生能源的機關，自行設計並製作出能夠自己提供電力運

作且具藝術性的藝術作品。 

期待學生在了解綠色能源的基本原理之後，能夠發揮創意與巧思，透過各式工具、機具的運

用，培養其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動手實作的過程，更加瞭解科技教育的精神與內涵，

以藝術創造的思維製作出兼具實用性以及視覺美感的作品，將綠能觀念融入日常生活實踐當

中。 

 

 

6. 參賽資格： 

全台公私立小學在校學生，對能源科技以藝術形式轉換有興趣之學生，可個人或團體報名參

加，每隊至多四人，每位學生只限報名一隊；指導教師以一名為限，指導教師可以同校指導多

組。 

 

7. 作品尺寸限制： 

作品重量、長寬高度皆不限，惟以隊伍可自行搬運為原則。學生可利用現有販售的材料包加

工，也可完全自製。作品上不得有校名、校徽及標示性圖案、指導老師及學生姓名。 

 

8. 競賽時程：分為初賽及決賽。 

a. 初賽： 

i.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止。 

b. 決賽： 

i. 決賽入選名單公佈日期：110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三），統一經由Email通知

入選隊伍，並在官網上經個資保護處理後公告。 



 

ii. 回覆參賽日期：110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三）前以Email回覆，一旦超過時限

回覆，視同放棄參與決賽資格，將由後面順位的隊伍依序遞補，此後亦不可變

更隊伍成員或指導老師。 

iii. 決賽及頒獎典禮：預計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早上九點半於沙崙綠能科

學園區進行決賽。 

 

9. 報名方式： 

a. 初賽：採線上報名，於期限內至活動官網上的表單上傳報名表、作品說明書及作品運

轉的影片（長度不限，請以橫式影片拍攝）。作品說明書內容必須涵蓋：創作理念、

材料、尺寸、操作說明等文字內容，頁數不限。請參閱附件一、二之說明。報名網

址：https://www.logico.cc/greenArt/events/competition/art-fun-electricity-competition/ 

b. 決賽：通過初賽評審挑選的隊伍皆有決賽報名資格，接受主辦方通知後，於期限內繳

交資料確認出席。決賽當日請檢附無侵權聲明書、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並由

全隊攜帶作品於現場展示及介紹，以便由決賽評審評選。 

 

10. 評選辦法： 

a. 初賽：線上報名繳交齊全之作品資料，由評審依據各評分項目指標比重，評選出至多1

0件作品進入決賽，若參賽作品未達水準，名額得從缺。 

b. 決賽：入圍決賽的隊伍由指導老師帶隊，準時於決賽當日帶學生至現場展示、操作實

體作品並說明設計理念。決賽場地不提供電源，若有電子檔案請於報到時存於報到處

電腦。展示說明時間每組為5分鐘（包含作品展示運作時間）及3分鐘評審問答，共計8

分鐘。本次決賽將邀請參展藝術家當評審，針對參賽者之實作作品進行評分，由入圍

決賽的作品之中選出三件作品，列為此競賽之前三名。 

 

11. 決賽當天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人員 備註 

10:00-10:30 報到 參賽隊伍與工作人員  

10:30-10:40 競賽活動說明 參賽隊伍與評審列席  



 

10:40-12:30 決賽隊伍操作及簡報 參賽隊伍及決賽評審  

12:30-13:30 午餐  參賽隊伍及指導

老師統一由大會

提供便當 

13:30-14:00 布置展區 

評分統計 

參賽隊伍 

決賽評審 

展區 

評審休息室 

14:00-15:30 頒獎儀式中頒獎及講評 得獎隊伍及評審 開幕主舞台 

15:30- 作品交流 參賽隊伍 展區 

 

12. 頒獎典禮： 

決賽結束，統計各評審的總分，於當日下午藝術節開幕儀式中，宣布前三名隊伍，並接受南科

管理局代表或是競賽評審頒發獎項。 

 

13. 競賽獎項： 

a. 第一名隊伍獲得獎金共10,000元，每位參賽者及指導教師各獲頒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頒發之獎狀一張、獲贈藝術節紀念品一份； 

第二名隊伍獲得獎金共5,000元，每位參賽者及指導教師各獲頒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頒發之獎狀一張、獲贈藝術節紀念品一份； 

第三名隊伍獲得獎金共3,000元，每位參賽者及指導教師各獲頒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頒發之獎狀一張、獲贈藝術節紀念品一份。 

第四名至第十名隊伍，各獲得獎金1,000元，每位參賽者及指導教師各獲頒由科技部南

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頒發之獎狀一張、獲贈藝術節紀念品一份。 

b. 進入決賽但未得獎的作品皆為佳作，每位參賽者及指導教師獲頒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頒發之獎狀一張、獲贈藝術節紀念品一份。 

c. 入圍決賽的隊伍皆在藝術節期間，於一樓展場的一個區域展出作品，並且其現場受訪

片段及作品展示影片經過剪輯之後，於藝術節期間後續在各平台上露出播送。 

d. 各項獎項名額得視參賽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若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獎項名額得從

缺。 



 

 

14. 經費： 

a. 競賽報名費用：無 

b. 各參與決賽隊伍成員（含指導教師），由大會統一提供比賽當日午餐及茶水，其餘經

費請自理。 

 

15. 評分標準： 

初賽評分標準  決賽評分標準 

項目 比重  項目 比重 

繳交資料完整度 10%  機具及材料應用 10% 

創作理念是否切合主題 20%  創意成分與困難度 20% 

機具及材料應用 20%  作品的完成度 20% 

作品的創意度 20%  現場簡報表現，含內容完

整性、作品創意及主題切

合度呈現，即時問答回應 

20% 

作品的藝術性 30%  作品的藝術性 30% 

 

16. 注意事項： 

a. 參賽團隊應保證其參賽作品為原創作品、無抄襲仿冒情事，若因抄襲、研究成果不實

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參賽人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任何智

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b. 參賽作品曾參加其他國內、外競賽並得獎者，請於初賽企劃書內敘明參賽作品與先前

得獎作品之差異處，如未誠實敘明經承辦單位查證或檢舉，且有具體違規事實者，承

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資格。 

c. 參賽者如有以下情事，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如已獲獎，則撤銷獲得之獎項，

並追回獎狀、獎盃及獎金： 



 

i. 競賽得獎作品，若經證實違反本競賽辦法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或因涉訟而敗

訴者。 

ii. 競賽現場違反防疫相關措施規定，經規勸不聽者。 

iii. 參賽作品應為自行設計製作，不得有抄襲或由他人代勞之情事，如經人檢舉或

告發且有具體事實者。 

iv. 參賽隊伍如違反本競賽辦法之相關規定者。 

d. 競賽作品不得使用對人體有害物質或易產生氣爆、火花等等有安全疑慮之材料或器

材。 

e. 參賽應繳之相關資料延遲或未交件，經提醒未補件者，或參賽人員於決賽簡報開始前

未到齊之隊伍，取消參賽資格。 

f. 競賽之創意企劃書內文，不可露出學校及參賽者個人資料，違反規定之作品將予以扣

分。 

g. 每個人只限報名一隊，如經發現同時報名(單一學生同時參與多隊)，承辦單位有權強制

取消競賽資格。 

h. 基於非營利、推廣及提供學校教學使用之目的，參賽作品如獲獎，應授權主辦單位及

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將本競賽之獲獎作品及企劃書，以微

縮、光碟、數位化或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參賽隊伍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

(包括專利及著作人格權)。 

i.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參賽者擁有，其著作授權、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及權益分

配等相關事宜，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j. 得獎隊伍獲得獎金應配合中華民國稅法繳交相關所得稅。 

k.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l.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17. 競賽聯絡資訊 

a. 聯絡信箱：shalun.art.fest@gmail.com，信件主旨請標明［競賽］ 

 

mailto:shalun.art.fest@gmail.com


 

18. 疫情嚴重之線上評選機制流程： 

a. 初賽： 

i. 參賽隊伍透過活動官網上報名表報名參賽並提供相關檔案。 

ii. 主辦單位統整確認資料齊全後，將作品連結以及評分表單提供給評審。 

iii. 評審在期限內繳交Google Form評分表給主辦單位。 

iv. 主辦單位收到評分表之後彙整分數，並依據分數列出前十名隊伍及後續排名。 

v. 主辦單位將報名資料及彙整的評分表寄發給各委員，確認無誤後，在官網上公

告進入決賽組別，亦經由電子郵件個別通知前十隊伍。 

vi. 前十隊伍若未在期限內回覆確認參與決賽，將依序通知後續名次之隊伍遞補，

直至達十組確定參加決賽為止。 

b. 決賽前置： 

i. 參賽者於指定期限內再次透過官網上傳決賽作品檔案。 

ii. 主辦單位統整相關檔案，提供評審連結以及線上評分表。 

iii. 主辦單位通知評審及參賽者決賽時間、Google Meet線上會議連結以及簡報順

序。 

c. 決賽： 

i. 參賽者透過事先提供的Google Meet線上會議連結，於指定時間內進入會議

室，向評審展示操作並解說作品，報告完後即退出會議室。 

ii. 簡報過程中，評審透過評分表各自線上評分；十隊全部簡報完成後，會議室內

僅留評審及主辦單位，逐一討論、評分，選出前三名。 

iii. 決賽簡報過程以及評審討論階段皆不會對外公開直播，但會全程錄影，以證明

評選公平性，若日後有需要，可公開。 

d. 頒獎與展出： 

i. 會後蒐集評審的評分表及評語，必要時提供給學生作為參考。 

ii. 於藝術節線上開幕儀式時，由評審公布得獎名單，並且公告於官網首頁上。 

iii. 若是線上實施決賽，則取消台南實體展出決賽作品。 

 

19. 附件檔案： 

a. 附件一：報名表 

b. 附件二：作品說明書內含項目說明及作品影片說明 

c. 附件三：無侵權聲明書（決賽現場檢附） 



 

d. 附件四：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決賽現場檢附） 

  



 

附件一：報名表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科技部開發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乙案：民眾參與計畫－綠能．藝術也能-公共創意行動計畫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報名表 

隊伍名稱*  就讀學校* ＯＯ國小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導師或科任 □班級導師 □科任   科 聯絡信箱*  

參賽學生1*  就讀班級*    年   班 

參賽學生2  就讀班級    年   班 

參賽學生3  就讀班級    年   班 

參賽學生4  就讀班級    年   班 

 

  



 

附件二：作品說明書內含項目說明及作品影片說明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科技部開發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乙案：民眾參與計畫－綠能．藝術也能-公共創意行動計畫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作品說明書 

 

● 創作理念：可說明你在生活中遇到或發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困難，或說明你是從什麼地方獲得

了設計靈感，進而引發了你的設計動機。 

● 作品的設計構想：設計出來的作品有哪些功能可以解決或改善所發現的問題、困難，在藝術上

有哪些表現，以及如何運作而發電。 

● 說明圖：可以電腦繪圖、手繪、以其他材料製作模型等，須清楚可視，並標明使用材料、尺

寸。 

● 操作說明：描述或演示作品如何操作使之發電，可以圖說輔以文字等形式表現。 

● 其他： 

○ 參賽作品是否曾參加過其他競賽並且獲得名次，如有前述狀況，請詳述本次參賽作品

修改了哪些部分，或詳述與之前得獎作品的差異性。 

○ 如果還有更多想發揮的內容，可自行加列。 

本說明僅條列必須說明之項目，做為評選依據，其格式與呈現可依照創意自由發揮，並以pdf檔上傳報

名系統。 

 

 

作品影片說明 

 



 

● 影片格式：.mp4, .mov為佳，亦可將影片上傳於YouTube、Vimeo等影音平台，並提供不公開

分享連結。 

● 影片長度：不拘。 

● 錄影裝置：不拘，影片內容及音訊清晰即可。 

● 影片供初選評選之評審觀看評分，若進入決賽，亦會剪輯片段作為宣傳影片素材使用。 

  



 

附件三：無侵權聲明書（決賽現場檢附）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科技部開發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乙案：民眾參與計畫－綠能．藝術也能-公共創意行動計畫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無侵權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參加「藝術FUN電秀競賽」，所報名之

文件與作品，均依參賽規則辦理；均無任何侵害他人之專利與著作財產權法等，以及其他中

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並依此切結下列事項： 

一、 立切結書人與其參賽作品確實符合本競賽參賽資格及相關參賽條文規定。 

二、 立切結書人如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立即喪失本競賽

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並立即沒收存封相關參賽作品資料，以為未來相關侵權法律訴訟之

佐證。侵權並已獲獎者之立切結書人，並應將獲得之所有獎項與獎金款項全數繳還競賽

主辦單位。 

此致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承辦團隊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決賽現場檢附）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科技部開發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乙案：民眾參與計畫－綠能．藝術也能-公共創意行動計畫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藝術FUN電秀競賽 

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主辦之「藝術FUN電秀競賽」，同意將競賽作品提交並授權予藝

術FUN電秀競賽主辦及承辦單位使用，同意暨授權事項如後： 

一、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賽作品：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作品）授權予藝術FUN

電秀競賽主辦及承辦單位進行非營利、推廣及學校教學之使用。 

二、授權人同意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將本競賽之獲獎作

品、說明書及影片，以微縮、光碟、數位化等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展

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授權人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包括

專利及著作人格權）。 

三、本人擔保對於本作品享有智慧財產權，作品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如有違

反，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其他法律責任。 

四、本人同意配合活動推廣之需，競賽將全程進行錄影及拍照，並將收集參賽者參與競賽活動所產出

之成果，進行紀錄、編輯或公開展示。 

五、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六、本同意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 

此致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源源不息－沙崙綠能藝術節》承辦團隊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