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速大賽 

活動簡章 
 

 

 

 

 

 

 

 

 

 

 

 

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28-10 月 29 日 

比賽地點:高雄市哈瑪星濱海二路 

主辦單位:高雄市觀光局 

承辦單位: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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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宗旨  

由高雄市觀光局舉辦之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賽活動宗旨為提供民眾執行

車輛設計、製作與整合的實務計畫，並達到以下之目標：  

一、 宣導政府環保能源政策，落實「節能減碳」之觀念。 

二、 推動全民以創意方式打造出無石油燃料的運輸工具 

三、 激勵民眾動手做，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研究創新能力。 

四、 培養車輛設計、製造的優秀人才。  

 

貳、競賽方式  

本次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速大賽將由參賽者自備材料在活動現場做 12 個

小時內創造組裝，分製作組裝過程靜態展示與動態競賽兩大項，再由評審

針對三個項目進行評審 

一、競速速度 

二、創意展現 

三、特殊造型 

 

叁、報名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2 歲以上皆可組隊報名。每隊人數至多 10 人(含

車手及領隊)，不可跨隊報名。 

 

肆、報名方法及注意事項：  

一、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18 日 24:00 期間填具報名表，掃描或 

    拍照並製作為 PDF 檔後，E-MAIL 予陳秀玲，並以電話確認收到與 

    否。E-MAIL：f3150072@gmail.com 電話：(07)315-0072 時間： 

    週一~週五 10:00~19:30。 

二、 完成報名手續後原則上無法修改，但考慮時間急迫，接受各隊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前進行成員變更，之後僅接受成員退出，欲變更/退出 

     者請重新填具報名表，經主辦單位認可後提出申請。  

 

伍、參賽資格審查：  

一、 須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 24:00 前提交「實作計畫書」(逾時則喪 

     失資格)，內容格式如附件一，計畫書應製作成 PDF 格式之電子檔案 

     提送至主辦單位，檔案提出方式不拘(例：燒錄光碟  郵寄、E-MAIL、 

 

mailto:f315007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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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硬碟等皆可)，惟須以電話向承辦人員確認收到與否。承辦人： 

     陳秀玲，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4 樓，電話： 

     (07) 315-0072，時間：週一~週五  10:00~19:30，E-MAIL： 

     f3150072@gmail.com。  

二、若「實作計畫書」或相關資料經主辦單位評定須修正或補件者，應於 

    收到通知後，於限期內修正完畢，並寄回主辦單位，如未於限期內寄 

    回，將以零分計算；計畫書未予合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得以剔除參賽 

    資格，且不退還相關文件及費用。 

四、主辦單位將根據各隊之「實作計畫書」予以審查，合格者始得准於參 

    賽，合格名單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 

  

陸、一般要求及車輛安全規定 

一、參賽隊伍須由成員自行設計並掌控製作流程，不得沿用之前任何參賽 

    之作作品；未曾參加其他國內外相關設計競賽，亦未曾於其他媒體公 

    開發表，嚴禁抄襲仿冒。如經發現沿用之前參賽之作品或抄襲仿冒， 

    將取消其競賽與得獎資格並返還獎金及隊伍名稱。 

二、參賽隊伍之作品在競賽過程中，如發現有不符簡章之規定或涉及仿冒 

    、抄襲等情事者，裁判團得立即暫停或取消參加競賽之資格，並召集 

    裁判開會審議處理，必要時得取消其  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 

    金、獎品與獎狀等獎勵物。 

三、參賽隊伍得保留作品之創意與設計之無償優先採用權，競賽日前並不 

    得將該競賽作品之類似創意與設計轉讓或提供予他人，必要時得取消 

    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獎品與獎狀等獎勵物及補助費費 

    用。 

柒、競賽規則  

《資格審查》  

一、 於動態比賽前一天舉行，所有參賽參賽隊伍隊通過資格審查後，將

發給活動 Logo 貼紙，需當場張貼至參賽車輛。 

二、未通過資格審查之作品，主辦單位將取消其靜態及動態競賽之參賽資 

    格。 

《靜態比賽》  

三、通過參賽資格審查之運具須於 106 年 10 月 29 日 09:00 前繳交下述 

    資料，逾時以零分計算，資料應製作成 PDF 格式，現場服務台繳交 

    給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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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工報告書」內容格式如附件二，參賽隊伍需於報告書中展示各重 

    要階段之車輛成品與全隊合照紀錄；例如：設計構想完成、車架完成、 

    車殼完成、首次試行、測試完成等重要階段。 

(二)「車輛設計摘要表」含系統架構、設計理念、創意設計、電路設計圖 

    及油路配置圖表等，一律採 A3 格式並註明組別、及名稱，供創意獎 

    項評選與車檢裁判查驗。 

四、比賽當天需製作海報，並自備展示架於會場展示，標明組別及設計 

    理念等。 

五、靜態比賽時，各隊必須推派一位組員擔任講解說明工作。 

六、每隊靜態評審時間為 6 分鐘，各隊代表進行簡報 3 分鐘，評審提問 3 

    分鐘，務必掌握 3 分鐘之簡報時間。 

《動態比賽》  

七、駕車手出賽時須配戴經審驗合格之安全帽，並繫緊安全帶，禁止穿著 

    露趾鞋、僅穿著襪子或赤腳開車。 

八、車輛得於車檢前進行暖車，進入車檢區後不得熱車，車檢區作業時間 

     至多 10 分鐘，若於時限內未能完成整備、離開車檢區者直接判定失 

     格。 

九、競賽前於起跑點應先熄火/關電，不得助跑，待裁判鳴槍或工作人員指 

    示後方可發動車輛並出發，若 2 分鐘內無法出發者直接判定失格，行 

    駛途中允許熄火/關電滑行，不得違規使用非指定動力(例：車手肌力) 

    帶動車輛。 

十、比賽時依指定方向繞行跑道，嚴禁惡意追撞、高速飆車等行為，情節 

    嚴重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一、競速賽途中出現故障狀況時，請立刻招呼賽道監控人員前往確認， 

      依賽道監控人員指揮，將車輛就近移至安全地點維修，於維修完畢 

      且回報賽道裁判後，由原地點重新出發。 

十二、車輛即使通過前資格審查，但在正式動態比賽時車輛行進過程中出 

      現異常現象，並經裁判團認定有安全疑慮者，得立即要求該車退出 

      比賽，車隊不得有異議。 

十三、若競賽中發生車輛零件損壞、脫落等影響安全之情事，應立即停車 

      修復。修復完成，並經裁判同意後始得繼續比賽。車輛嚴重故障影 

      響競賽安全，裁判得直接判定失格，禁止該故障車輛繼續競賽。車 

      輛在起跑後於賽道行駛中若零件脫落，而未於比賽終止前完成修復 

      ，則予以判定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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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動態競賽進行期間，賽道管制區各隊得指派 2 位維修人員進入，禁 

      止其他人員進入，其他人員應於觀賽區為所屬車隊加油，違規擅自 

      進入賽場管制區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車輛故障期 

      間，該隊緊急維修人員可由賽道外側進入管制區，各隊限兩名人員 

      維修車輛，違規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 

十九、競賽中所使用之旗號如下，各參賽隊伍應熟記各旗號所代表之意 

      義，並遵守旗號之指示。 

 

 

 

  

  

  

 

 

 

二十、競賽將採人工計時計圈。 

捌、競賽評審項目及標準 

《靜態展示》  

全體車隊均須參賽，並由專業裁判以環保節能之觀點針對各車輛之造型、

創意、技術及工藝製作水準進行評審，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如下： 

(一) 設計理念                     15%  

(二) 創新程度 15%  

(三) 工藝製作  10% 

(四) 車體結構  12% 

(五) 機構(傳動、轉向、煞車)配置  11%  

(六) 操作功能性  12% 

(七) 材料適度性  5% 

(八) 實作計畫書  10% 

(九) 完工報告書  10% 

《動態比賽》 

【黃旗】 

預告前方有停止之車輛，此時

應  注意前方小心駕駛。 

【黑旗】 

搭配車號指示牌使用，被指定

之  車號代表喪失資格，應立

即停靠賽道旁  靠賽道旁。 

【紅旗】 

競賽中斷或中止，此時應將車

輛  開往終點線並依工作人

員指示  位置停放，等待學會

通知是否  繼續進行競賽。 

【方格旗】 

搭配車號指示牌使用，被指定

之  車號代表比賽結束，應依

引導回  車檢區。 



6 
 

參賽車輛以 5 分鐘內所跑之里程數為決勝基準 

 

玖、獎勵辦法 

所有參賽隊伍，依評分結果取最高前 3 名、佳作獎 17 名，各頒獎盃 1

座，並致贈獎金 

第一名 5 萬元獎金 

第二名 3 萬元獎金 

第三名 2 萬元獎金 

參加獎 1 萬元(17 組) 

 

拾、比賽時間 

資格審查:10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07:00-08:00(最晚報到時間 08:00) 

正式比賽時間:10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08:00-20:00(車輛組裝) 

                   10 月 29 日星期日 09:00-12:00(靜態展示) 

                   10 月 29 日 1000-12:00(靜態展示評分) 

                   10 月 29 日 15:00-17:00(動態競賽) 

                   10 月 29 日 17:30(頒獎) 

拾壹、比賽場地 

靜態競賽-濱海一路(延平街口)      

動態競賽-賓海二路(鼓波街-壽山街) (場地示意圖如附件) 

拾貳、參賽團隊之義務  

一、準時到場報到，出場競賽，遵守比賽規則，服從裁判判決。 

二、比賽當天須全員到齊並攜帶證件完成報到手續，若有重大事故無法 

    出席須提出證明，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繼續參賽。 

三、最後成績以裁判長公布之結果為主，如有異議需由領隊於成績公佈後 

    10 分鐘內，以書面方式提出後由裁判團受理。 

四、交通及參賽車輛之運輸方式請自理，且車輛保管由各隊自行負責。 

五、正確填寫相關資料並準時繳交，經本會要求修改或補繳之資料應於限 

    期內繳交，不得拖延。 

六、同意無償且配合由主辦單位將參賽作品作展覽、傳媒刊佈等用途。 

七、得獎之作品以及所有繳交書面資料，由主辦單位另定適當時間、地點 

    公開發表，藉以擴大觀摩及學習效果，不另付酬金，無故不配合成果 

    發表之隊伍，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伍之相關權利。  

八、參與競賽及成果發表會之團隊必須有始有終，於閉幕典禮後方得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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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請勿早退。 

拾叁、附註 

一、 主辦單位在必要時有權修改上述任何條文，所有比賽規則請依循賽

前所印發之競賽手冊。   

二、 賽前主辦單位將於 106 年 10 月 28 日召開領隊會議，說明競賽注 

意事項並抽籤決定號次，請務必派代表參加。 

三、 為使聯絡更為方便迅速，主辦單位將廣為使用電子郵件及電話方式，

請各隊於報名時務必記入  正確詳實之資料，以免權益受損。 

四、 其他比賽規定未盡之處，得隨時修正並於官網上公告，另將於賽前

召 開領隊會議說明。   

五、 比賽當天如因天候惡劣(如颱風、豪大雨等)，經當地政府宣布停班停 

課，則取消比賽，若當天比賽進行時如遇連續大雨，經裁判團判定

影響比賽安全，主辦單位有權停止比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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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速大賽報名表 

團隊名稱  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報名單位                                     (單位/個人) 

團隊成員  

                                (最多不超過 10 人) 

 

自造綠能運具 

創意特色 

 

 

 

(請提供 300 字以內簡介，供活動當日介紹參考資料) 

 

 

 

連絡人  

連絡電話 手機:          公司:          家用: 

E-mail  

地址  

作品名稱  

材料類型  

作品介紹  

 

 

(請提供 300 字以內簡介，供活動當日介紹參考資料) 

 

 

 

當日聯絡人 1  手機  

當日連絡人 2  手機  

2017生態交通全球盛典活動「奔跑吧，哈瑪星」自造創意綠能運具競

賽大賽mail至f3150072@gmail.com，來信主旨「○○○(單位名稱)

報名2017生態交通全球盛典活動「奔跑吧，哈瑪星」自造創意綠能運

具競賽大賽」並於傳送後電話確認。(07-3150072洽詢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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