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北基 110 年度能源小鐵人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新北市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107-110 年)。 

二、經濟部節電夥伴計畫。 

三、新北市 109 學年度國民中學海洋教育創客擂臺賽實施計畫 

四、經濟部第三期縣市共推住商節電行動-節電基礎工程及因地制宜工作項目修正計畫 

 

貳、目的 

一、宣導節能減碳核心理念、普及能源教育推動共識。 

二、積極培育能源教育人才、強化能源教育教學品質。 

三、策辦多元能源教育活動、搭建學生潛能表現舞臺。 

 

參、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北市萬里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 

一、國中小組：新北市、臺北市和基隆市各公、私立國民中、小學自由組隊報名參加，

每校限 1隊報名，錄取隊伍請參閱下表，超過名額由承辦單位統一辦理抽籤決定。 

二、國小潛能組：以各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為主，每組 2名超過名額由承辦單位統一辦理

抽籤決定，國小潛能組不佔用國中小組名額。 

三、因名額有限，以參加過北北基風力車、太陽能車、海洋創客競賽學校優先錄取。 

四、錄取隊伍，選手和指導老師贈送競賽紀念運動上衣一件，團隊需提供尺寸，並於競

賽當天穿著，做為競賽會場中參賽人員視別。 

對象 國小組 國中組 國小潛能組 備註 

參賽學生 25 隊(4 名) 15 隊(3 名) 10(2 名) 
合計 50 隊 /學生 165 

老師 50 位，共 215 位，國

小、中組，至少需有一名

女學生參加(潛能組不限) 
指導教師 1 名 1 名 1 名 

上述參賽隊數為暫定，後續實際隊數視疫情進行調整。 

 

伍、辦理期程 

序號 日 期(暫定)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1 110 年 9 月 24 日 
競賽內容說明

與討論 
線上說明會 

線上會議時間: 

國小組上午 9時 

潛能組上午 11 時 



一、 有關本案相關線上會議請各校至少派一名參賽指導教師或人員代表參加，並請先行

加入下列「110 年北北基能源小鐵人競賽說明會 LINE 群組。 

二、競賽隊伍錄取名單公告於新北市萬里國小首頁/新北市能源科技學校群組和 110 年北

北基能源小鐵人競賽說明會，網址為 https://www.wlps.ntpc.edu.tw/。 

三、 本次競賽活動及內容，會因疫情程度而有所調整，請遵守相關防疫規定，並請隨時

留意群組內相關訊息。 

  
    新北市能源科技夥伴學校   110 年北北基能源小鐵人競賽說明會 

(視訊會議網址、網路報名網址) 

 

陸、實施方式 

一、報名須知： 

(一)報名一律採網路表單報名，並於線上說明會議結束後於「110 年北北基能源小

鐵人競賽說明會」LINE 群組中提供報名網址，請報名學校於線上報名後請務必

來電確認報名成功，聯絡電話為(02)24922034 分機 11 許慶雄主任或分機 50 曾

小姐。 

(二)參賽人員於競賽當日簽到確認，後續不受理參賽人員替換，請報名參加之指導

國中組 下午 2時 

2 110 年 9 月 30 日 
填表上傳報名

資料 

(線上) 

萬里國小 

確認報名 (02)2492-2034 轉 11 或

50(請務必電話確認) 

3 
110 年 10 月 4 日 

 

公告錄取比賽

隊伍名單 

萬里國小首

頁 
 

4 

110 年 10 月 20 

| 

110 年 10 月 30 日 

競賽視訊會議

研習(1-2 次) 

線上會議研

習 

錄取比賽之參賽學校與會 

(依實際情況及需求調整) 

5 110 年 11 月 12 日 
北北基能源鐵

人競賽日 

新莊運動中

心羽球場 

外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 

指導老師不得進入競賽場內 

6 110 年 11 月 13 日 

北北基能源鐵

人競賽頒獎與

展示體驗活動 

新莊運動公

園陽光草坪 

配合新北市零卡本市集活動

進行頒奬 



老師或指定人員務必出席線上說明會議。 

二、能源鐵人競賽說明會 

(一)辦理時間：110 年 9 月 24 日(線上會議) 

(二)辦理地點：(線上會議) 

(三)參加人員： 

1. 本局同意本市學校 1名參賽教師及人員公假排代方式參與會議，其他人員

公假課務自理方式參與。 

2. 臺北市教育局及基隆市教育處轄內各公立國民中小學，並同意至少 1名參

賽教師及人員公假排代方式參與會議，其他人員公假課務自理方式參與。 

3. 私立學校本於權責給予參賽人員公假及課務排代。 

       

(四)活動流程：110 年 9 月 24 日(線上說明會) 

 

 

 

 

 

 

 

 

 

 

 

 

 

 

三、能源鐵人競賽 

(一)辦理時間：110 年 11 月 12 日(五) 

(二)辦理地點：新北市新莊運動中心羽球館（新北市新莊區公園路 11 號）。 

(三)活動流程：(因疫情關係，主辦單位有權調整競賽內容及項目) 

時間 內容 負責/主持 

 參加老師可提早 20 分前測試 萬里國小團隊 

08：40-09：00 視訊測試與報到 萬里國小團隊 

09：00-10：30 國小競賽說明會 萬里國小團隊 

   

10：40-11：00 視訊測試與報到 萬里國小團隊 

11：00-12：00 潛能組競賽說明會 萬里國小團隊 

   

13：40-14：00 視訊測試與報到 三芝國中/萬里國小團隊 

14：00-15：30 國中競賽說明會 三芝國中/萬里國小團隊 

時間 競賽內容 

08：00 - 08：30 參賽隊伍報到(分組/分段報到) 

08：30 - 09：20 (50 分)闖關物件製作組裝及測試(採循環分組闖關) 

09：30 - 17：30 (50 分)開始闖關(進闖關區後需 50 分鐘內完成) 預定 8梯次 

17：30 - 18：00 競賽調整緩衝時間 

18：00 - 18：30 成績計算與場地復原 

1900 成績公告/得獎隊伍參加隔天頒獎典禮，成績優異團隊提供製



(四)評審方式：邀請 3名外聘專家學者擔任本次競賽活動之評審委員。 

(五)獎勵方式：各類組獎勵名次如下－ 

1. 第一名：1隊、可獲頒新臺幣貳仟元禮券、每人獎牌 1面、獎狀 1紙。 

2. 第二名：2隊、可獲頒新臺幣壹仟元禮券、每人獎牌 1面、獎狀 1紙。 

3. 第三名：3隊、可獲頒新臺幣伍佰元禮券、每人獎牌 1面、獎狀 1紙。 

4. 佳作：依參賽隊伍取若干數，每人獎狀 1紙。 

5. 以上獲獎人員皆含指導教師。另外，主辦單位有權依參賽隊伍多寡，進行名

次數量的調整。 

(六)備註： 

1. 競賽當天，各隊伍應於報到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放棄。 

2. 競賽進行期間，須由參賽團隊自行組裝操作和闖關，指導教師不得入場指

導，或用其他方式進行聯絡及協助。 

3. 競賽結束後，前二名作品由主辦單位留下，其智慧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4. 競賽當天由承辦單位提供參賽選手及指導教師午餐。(國小 5份/國中 4份/

特教 3份)。 

5. 相關比賽細節辦法，以 110 年 9 月 24 日說明會之議決為準。 

 

柒、其他說明 

一、工作人員、學校代表予以公假排代或差假登記，全程參與者依實際參加情形核予研

習時數。 

二、請參與人員自備茶水、自行安排交通，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低碳生活，請

自備環保餐具、資料袋，多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另競賽場地(新莊運動中心)

地下室設有公立停車場。 

三、獎勵與考核： 

(一) 承辦學校校長：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1

項第 5款第 2目規定，辦理重要計畫，敘嘉獎 1次。 

(二) 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獎勵

辦法辦理敘獎，並依據「新北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理教師敘獎處理

原則」附表第 13 項第 4款第 2目：承辦單位績效優良者，工作人員嘉獎 1次

以 7人為限，含主辦 1人嘉獎 2次。 

(三) 獲獎學校：依「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理敘獎，並依據

「新北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理教師敘獎處理原則」附表第 13 項第

4款第 1目：參加或指導各組各項第一名者，有功人員 3人嘉獎 2次；第二、

三名者，有功人員 3人嘉獎 1次。指導教師重複獲獎者，擇優敘獎。 

(四) 其他縣市獲獎人員則函請該縣市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敘獎。 

 

捌、預期效益 

作觀摩與示範(結合零卡本市集活動) 



一、透過活動的進行，宣導能源教育相關政策，與節約能源之觀念。  

二、經由分組競賽和動手做的過程，激發學生創意，發揮學生潛能優勢。 

三、藉由能源研習與競賽，拓展教學深度與內涵，培育能源教師和推廣教育



 

附件 1   

新北市 110 年度「北北基能源鐵人競賽」報名表 

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國小潛能組 

所屬縣市          □新北市 □臺北市 □基隆市 

學校全名  

報名資料 

相關 

資料 

指導教師姓名  電話  

序號 參賽學生姓名  

1   

2   

3   

4   

指導教師：        (簽章) 

承 辦 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年  月  日 

備

註 

 

1.請承辦人注意，報名人數國小限 4名/國中限 3名(以上至少需 1名女生參加)/

潛能組 2名(不限男女)。 

 

 

參賽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