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人系列競賽活動 

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 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本校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基礎，持續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生態 4 大永續計畫。並致力

推動校務發展核心 ESG 及 SDGs 永續發展素養學習，積極建構綠色大學永續環境。為

進一步推動東海大學永續發展，激勵東海師生將永續素養及 AI 思維落實到日常生活與

學習中，特辦理第 1 屆「永續東海．敘續未來」永續 AI 校園提案競賽。透過師生發揮創

新創意，發展永續校園具體提案與執行方針，實踐真正的未來大學、邁向永續目標。 

二、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 

三、協辦單位｜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四、競賽資格｜ 

1. 東海大學在學學生 

2. 分為大專生組 / 研究生組 2 類組，每隊人數 3-6 人為限。特別鼓勵跨院系合作，會

以此斟酌加分。 

3. 與提案主題相關教師作指導老師。為提升師生永續學習互動，各隊伍需尋找 1 位與團

隊提案相關背景之老師作為團隊的指導老師。 

五、競賽主題｜ 

各參賽隊伍應以下方主題範疇，對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結合 AI 大

數據科技解方融入提案中。以東海大學校園及在地社區為範疇，擇一議題提出具體行動

方案，以實際產出解決方案。提案時請直接說明對應哪項 SDGs 指標，請競賽團隊在填

寫附件資料時一併填寫。 

（一）校園永續循環生活方案 

（二）營造綠色大學環境規劃與執行方式 

（三）在地社區永續發展 

（四）日常永續與循環經濟執行方案 

 

 

 



六、競賽規則｜ 

本競賽分初賽及決賽兩階段評審，初賽需先提交書面資料進行審查。通過審查入選團隊，

需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之永續相關活動，決賽為現場審查，須於決賽當日進行現場簡報。 

(一) 初審：校內外專家評審，進行資格審查，若基本資料填寫完整及競賽資格符合就可

進入複審，如 關鍵字、摘要、提案主題都有符合，繳件後不得補件。 

(二) 複審：校內外專家評審，複審進行方式為書審+現場簡報 

繳件說明：提案格式請參照附件規範說明 

(三) 人氣提案獎：由初審入選決賽之團隊提案將公告於永續發展辦公室臉書粉絲團進行

投票按讚票選，於決賽當日公告按讚數最高之人氣提案團隊。 

七、繳件方式｜ 

1. 上網填寫報名表格，並將須填寫資料完整寄送至永續發展辦公室信箱：

sdgs@go.thu.edu.tw 

2. 寄件格式請依照下方規範： 

主旨：【永續提案競賽】xxxx (團隊名稱)，檔名：永續提案競賽-團隊名稱-檔案內容(如

切結書或提案書等)。 

請一律依照檔案格式標註填寫。 

八、評選機制｜ 

（一）審查標準：分為書審及現場簡報 

1. 本競賽初賽及決賽將由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依據參賽者提案之內容完整性、

永續、可行、創新等面向綜合評比。 

2. 評分項目： 

 

項目 說明 決賽 

方案可行性 整體架構有實踐之可能性並具執行效益。 15% 

內容完整性 有清楚說明執行理念及方向等，架構清晰完整。 25% 

跨域整合性 團隊成員背景或執行方案具跨領域合作或產生跨域學習。 30% 

永續創意性 提案創新及具獨特性，且能結合實際執行狀況。 20% 

簡報表現 台風穩健，口語表達清晰，團隊合作精神，問答應變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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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競賽時程規劃｜ 

十、競賽獎勵｜ 

⚫ 第一名：團隊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整，並頒發參賽獎狀及指導教師獎狀一紙 

 

⚫ 第二名 2 組：團隊獎金新台幣 $4,500 元整，並頒發參賽獎狀及指導教師獎狀一紙 

 

⚫ 第三名 2 組：團隊獎金新台幣 $3,000 元整，並頒發參賽獎狀及指導教師獎狀一紙 

 

⚫ 佳作 3 組：團隊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並頒發參賽獎狀及指導教師獎狀一紙 

 

⚫ 人氣提案獎 1 組：團隊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 

十、注意事項｜ 

1. 凡報名此競賽參賽者視同理解並同意本競賽規範及簡章內容，不得有異議。若遇不

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如此辦理競賽，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可決定取消、改期或其

他舉辦方式。 

2. 報名資料必須詳實，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者將不予受理報名，影響參賽權益者，由

報名參賽者自行負責。 

時程 內容 說明 

10/27 開放報名 公告報名及競賽簡章 

10/27-11/21 初審審查 由主辦單位進行第一階段初審資格審查，確認競賽資格及 

報名資料無缺漏。 

11/25 公告初審結果 公告入選複審階段名單，並個別發信通知。 

11/25-12/9 人氣獎投票階段 開放人氣競賽投票 

12/14 決賽與頒獎 現場進行複審簡報，並於當日進行決賽頒獎 

 決賽地點｜待公告於永續發展辦公室臉書粉專 

 流程規劃｜ 

 13:00-13:20 參賽隊伍報到 

 13:20-15:20 決賽隊伍簡報 

 15:20-15:35 中場休息 & 評審討論會議 

 15:35-16:00 頒獎 



3. 參賽作品文件及相關附件，主辦單位將以密件方式保存，於競賽辦理完畢後不予退

回，請自行備份留存。 

4. 所有參賽作品皆須是由隊員原創之內容，不得抄襲、委託他人代勞，侵犯智慧財產

權、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相關政府法令，經舉發查證屬實者，需自負法律責任，並

直接取消參賽資格，並追繳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若損及主辦單位或第三者權益，參

賽團隊應負全責及相關賠償問題。 

5. 獲獎團隊獎金領取由隊長代表領取，並依所得稅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辦理。 

6. 不可單一作品重複投件報名。 

 

競賽聯絡窗口｜ 

東海大學 永續發展辦公室 

聯絡電話｜（04）2359-0121#30501 

聯絡信箱｜sdgs@go.thu.edu.tw  

sdgs@go.thu.edu.tw


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參賽團隊 切結書 

一、簽署人因參加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為確保活動之

公平性，茲簽定本切結授權書，以昭公信。 

二、本同意書說明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之主辦單位東海

大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同

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

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

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並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主辦單位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 主辦單位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 或居住地址)或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請求查詢或閱覽。 

*製給複製本。 

*請求補充或更正。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請求刪除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 主辦單位為執行「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活動需蒐集

您的個人資料。 

2.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主辦單位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

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主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保護及規範。主辦單位如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導致您的個人資料

附件一 



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主辦單位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

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

有內容，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主辦

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2. 主辦單位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

如果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 日內與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

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

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3.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

民國法律予以處理。 

 

三、 簽署人已詳閱「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活動辦法之各

項規定內容，保證各項報名表資料所具之內容及提供之資料均正確無誤，願意配合

競賽之相關活動，包含成果展示活動；並保證參賽計畫書絕無抄襲等不法行為，如

有不法行為，將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被取消比賽及得獎資格，無條件歸還所領取

之獎金及獎狀。 

四、 簽署人同意參與競賽活動而提供之競賽資料內容，如計畫書、簡報、影片及個人資

料等，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公開使用於推廣活動及創業教育等用途並可將其內容作數

位化、展覽及編輯出版等形式之保存及轉載。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簽署人仍擁有

授權之著作權，也仍保有將本所有內容作其他任何用途之權力。 

 

□ 我已詳閱並接受上述內容 

隊長 (請親筆簽名)：                                                     

團隊成員(請親筆簽名)：                                                   

                                                       

指導老師/團隊代表人：                                                  

                                          

簽署日：中華民國 111 年_____月_____日 

（全體成員皆需簽屬，共同簽署乙份） 



東海大學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 

影音資料及錄音、錄影後製授權同意書 

 

茲授權同意東海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 

對本人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進行拍照、錄影、錄音之，以全程攝影電子數位化影音

儲存、製作與利用提供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上線上學習與檢索、閱讀、列印等，得不限

時間與地域，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授權範圍如下： 
 

 

  是    否   授權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演講過程錄音、錄影以提供學習使用 

               

             影片後製為數位課程，提供校內網站新聞分享學習 

 

             演講資料提供東海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網站線上分享瀏覽 

              

※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

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與教材內容仍有著作權。 

 

 

立授權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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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11 學年度永續東海 ‧ 敘續未來永續校園提案競賽 

提案企劃書 

 

 

 

 

「提案主題」 

 

 

團隊名稱： 

團隊成員： 

指導老師： 

參賽類組：□ 大專生組 □研究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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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內容 

團隊名稱  

提案主題  

內容摘要 

(含對象與執行方案) 

（400 字以內） 

預期效益與影響力 （250 字以內） 



二、對應指標 

對應 SDGs 

（可複選 2 個） 

□ SDG1｜消除貧窮 (No Poverty) 

□ SDG2｜消除飢餓 (Zero Hunger) 

□ SDG3｜良好健康和福祉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 SDG4｜優質教育 (Quality Education) 

□ SDG5｜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 

□ SDG6｜潔淨水與衛生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 SDG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 SDG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 SDG9｜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 SDG10｜減少不平等 (Reduced Inequalities) 

□ SDG11｜永續城市與社區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SDG12｜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 SDG13｜氣候行動 (Climate Action) 

□ SDG14｜水下生命 (Life below Water) 

□ SDG15｜陸域生命 (Life on Land) 

□ SDG16｜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 SDG17｜夥伴關係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永續發展目標議

題分析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情形

背景或相關文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