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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新大學第一屆舍我盃解決問題方案大賞」比賽辦法 

一、活動緣起： 

解決問題是人生的重要課題，更是各行各業必備的核心能力。其次，社會科學相關科

系課程與教學多半面臨理論與實務的鴻溝問題，近年來以問題為中心或解決問題為導向的

教學乃乘勢而起。 

為倡議解決問題專業課程與教學，並提供相關領域經驗分享與交流平台，配合本校

106 年度「跨域合作，創新突破：解決問題行動方案教學計畫 1.0」(跨學院教學創新計畫)，

舉辦「2017 年世新大學第一屆舍我盃解決問題方案大賞」比賽。 

比賽以「舍我」為名，一則鑒於很多問題來自於「自我中心」，洞察「我執」乃是解

決問題的重要關鍵；再則取其「解決問題，舍我其誰」的承擔，又正好是本校創辦人的名

號，故然。 

二、 活動目標： 

(一) 以方案大賞為平台，供不同科系或領域相關課程師生，分享與交流解決問題方案企劃

與提案經驗。 

(二) 經由提案比賽，激勵學生學習解決問題動機，促進解決問題與提案能力，強化理論與

實務連結，進而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三) 藉著團體提案過程，加強以團體工作模式解決問題能力，並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四) 以跨領域與跨學院合作模式，倡導解決問題暨方案規劃教學，進而成就「跨域合作，

創新突破」人才。 

(五) 永續經營「舍我盃解決問題方案大賞」品牌，冀能以全校性比賽為始，逐步發展成為

國際性賽事，從而「點亮台灣」。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行政管理學系 

四、 參賽資格： 

目前世新大學在學學生（不限學制），每隊以 4 到 6 人為限；每人只能參加一組，每

組提案乙件為限。 

五、 徵選主題： 

問題性質、類型與所屬領域範疇不設限，規模可大可小；關鍵是有解決的價值（例如

負面影響大或很嚴重，又有急迫性），也有解決的可能性。例如個人職涯發展、愛情與婚

姻、家庭暴力、大眾交通安全、12 年國民教育、社會貧富差距、食品安全、少子化、人

口老化、企業經營、危機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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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方式與相關文件資料 

(一) 需自訂組名，以便匿名審查。 

(二) 報名表件：報名表、解決問題方案電子檔以及授權公開分享同意書(以「組名」為檔

名，需簽名後掃描上傳)； 

◆ 相 關 表 件 可 至 本 系 網 站 (http://socpsy.wp.shu.edu.tw) 或 活 動 官 網

(www.pspa.shu.edu.tw)下載； 

(三) 方案內容要項：組名、方案名稱(主題)、問題界定(意義、屬性或範疇、層次、影響對

象與規模)、問題(成因)分析、方案目標、解決策略、執行步驟(細部規劃)、人力資源、

經費預算（以新台幣 50 萬為限）、預期成效與評估(包括評估方式、可能貢獻與困難)。 

◆ 繳交方案格式：同時繳交可編輯之文書檔（word 或 odt 檔）與 PDF 檔（檔名命名

方式：組名.pdf、組名.docx）；頁數限制：15 頁以內。 

◆ 方案內容或規格不符者，視同放棄參賽。 

(四) 報名與繳件方式：11 月 24 日 24:00 前上傳至：https://goo.gl/r6hKbk  

◆ 欲確認上傳成功與否，請主動以電話或 E-mail 聯絡主辦單位； 

◆ 參賽團隊填妥報名表件並確認正確無誤後上傳，恕不接受修改； 

◆ 資料不齊全或超過徵件截止時間上傳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或棄賽； 

(五) 主辦單位不退回報名繳交資料，請自行保留原始檔案與文件。 

七、比賽過程： 

(一) 初選：  

 除了相關課程教師推薦者外，亦可自行組隊報名參加； 

 初選將評審出十七組入圍作品，參加複賽與決賽。 

(二) 複賽與決賽： 

 入圍團隊須至少需推派 2 人，全程參與「解決問題方案設計與評鑑」工作坊，以便接受

專業顧問指導，進一步修改方案內容，然後於 12 月 8 日前繳交修正版（格式同初選規

定）。 

 經評審委員會評選出績優前七名，於 12 月 20 日決賽提出 15 分鐘簡報(含 Q & A)。 

八、 評選標準(評分項目與給分比重)： 

    評審委員會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組成，並於初賽、複賽與決賽，分別依據以下相關評

分項目與比重評選參賽作品。 

(一) 初賽與複賽：（3位評審） 

    初賽時評審委員會依下列項目與比重評選所有參賽作品，並選出最佳的前十七組

「入圍」參加工作坊，進一步接受專業顧問指導，並修改方案內容。針對之後繳交的

修訂版作品，評審委員會再依相同標準加以評分，並選出成績最佳前七組參與決賽。 

https://goo.gl/r6hK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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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重點說明 給分比例 

問題重要性 
明確或具體性、嚴重性、急迫性、解

決可能性 
25% 

方案可行性 

與問題暨成因契合性、資源(人力、

財力或物力)可及性與充分性、執行

策略與細部規劃(包括時程)務實性 
25% 

方案完整性 
問題成因考量涵蓋性、資源與規劃周

延性 
20% 

整體價值 
1.預期貢獻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2.

以最少資源解決問題的有效性 
20% 

創意度 獨特性與原創性 10% 

(二) 決賽：（5位評審） 

    決賽當天由創作團隊親自簡報，當場由評審委員依下列項目與比重評定成績與名

次： 

評分項目 重點說明 給分比例 

方案價值 
問題重要性、預期貢獻(解決問題的

可能性與有效性) 
25% 

解決問題細部規劃 
與執行方法 

解決問題規劃的完整性、資源的可及

性與整合性、方案的可行性 
25% 

簡報技巧 口語、文字、畫面風格、節奏與效能 20% 

團隊精神 
決選過程(含工作坊)與簡報過程的團

隊合作學習與表現 
15% 

現場 Q&A 
處理能力 

準備度、開放性、即時性與確實度 15% 

 若參賽作品未達評選基準，評審得決議「從缺」或調整各名次名額；對於評審的團隊

決議，參賽團隊應完全尊重。 

九、 獎項及其內容： 

(一) 經初選與複賽過程，獲選進入決賽以外的其他十組為佳作，頒給獎金新臺幣一千元整

(或等值禮品)及獎狀。 

(二) 決賽評選出特優、優等、甲等、乙等，獲獎組數與內容分別如下： 

1. 特優一組：獎金新臺幣一萬元整(或等值禮品)及獎狀； 

2. 優等一組：獎金新臺幣八千元整(或等值禮品)及獎狀； 

3. 甲等兩組：獎金新臺幣五千元整(或等值禮品)及獎狀； 

4. 乙等三組：獎金新臺幣三千元整(或等值禮品)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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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競賽重要時程 

報名期間 11 月 01 日到 11 月 24 日 

公告初選入選團隊 11 月 27 日（一） 

「解決問題方案設計與評估」 

工作坊 

12 月 2 日（六）上午、下午各一場 

〈依報名志願序安排場次〉 

繳交方案設計修改版 12 月 8 日（五） 

公告決賽入圍團隊 12 月 13 日（三） 

決賽簡報暨頒獎 12 月 20 日（三）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作品或解決問題方案必須是原創的，參賽者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仿冒或抄襲他人創

作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獎項，並保留法律追訴權。若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

其他相關違反法律問題，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二) 比賽強調團隊合作，方案設計作品須為參賽團隊成員共同著作；著作權及成員間之權

利義務，由成員間自行協調，並載入報名資料。 

(三) 經入選或獲獎之團隊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將入選作品公開陳列以及非營利用途

之重製、改作、編輯或發行等。 

(四) 參賽團隊成員須指派一代表者受領獎金，代表者受領獎金者應依相關稅法規定繳交稅

金，並於受獎前繳交同意授權同意書。 

(五) 完成報名程序，即視為同意比賽辦法內容與規定，參賽者並須簽具授權同意書。 

十二、 諮詢對象與聯絡方式 

   電話：02-2236-8225 分機 3532 李助理；E-MAIL：achi@mail.shu.edu.tw 

   時間：週一至週五 AM9:30~PM5:00（中午 12:00-13:3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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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盃解決問題方案大賞」 

徵選報名表暨授權同意書 

方案名稱  

參加組名  

工作坊場次（擇一） 
□ 12 月 2 日（六）上午場   □ 12 月 2 日（六）下午場 

備註：通過初選之十七組團隊需派人參加工作坊。 

參賽者姓名 

*參賽者 1、2 為主要聯絡人 

1. 2. 3. 

4. 5. 6. 

所屬系所  

聯 

絡 

資 

料 

參賽者 1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參賽者 2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解決方案簡介 

(200 字以內) 
 

授權使用同意書 

  茲聲明參賽作品確係參賽者之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或抄襲情事，願負起全部法律責

任。 

  另同意遵守世新大學「舍我盃解決問題方案大賞」之各項規定，並將作品提供世新大

學得公開公開陳列，並無償授權非營利用途之重製、改作、編輯、或發行。 

  

此致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全部參賽者簽章：                                                                 

                          

                                                          2017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未簽署授權同意書者，不予受理報名。 

     （請簽名後掃描，連同方案簡報檔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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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 正面 學生證 反面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