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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創新獎獎項介紹

第一部分

總統創新獎簡介

歷屆總統創新獎回顧1
PART



102年
開辦

得獎團體
優人文化基金會
工研院
台積電
財政資訊中心
台達電
霹靂布袋戲

頒獎典禮

總統頒發

歷屆參選數

871件

國際論壇

3場次/
913人次

共發出總獎金

2,600萬

得獎單位/人

共計13位
得獎個人

陳立恆(法藍瓷總裁)
余昱辰(威爾立總經理)
葉丙成(台大電機系教授)
謝榮雅(奇想創造董事長)
沈芯菱(福太國際營運長)
黃聲遠(田中央建築)
吳庭安(春池玻璃)

歷屆總統創新獎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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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添加标
题

創新是想出新的辦法，解決不同的問題
台達電董事長海英俊

「創造機會，而不是等待機會的到來」是自己
的座右銘，也是霹靂布袋戲的最佳寫照。

霹靂國際多媒體董事長黃文章

活出自由 主持建築師黃聲遠

基於既有的專業基礎上持續累積，並運用於突破性的新思維
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且確切的執行出來，就是「創新」。

春池玻璃實業董事長特助兼研發長吳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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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營運模式到製程製造，唯有創新才能保持領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民為主，福民利國，找到更好的方法 讓民眾幸福有感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在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上，盡力在自己的角色和責任
奇想創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謝榮雅

推動翻轉教學，創新臺灣教育模式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葉丙成

國際性、文化性、原創性、原質性，四大創新
道藝合一，為表演藝術做出最佳詮釋

優人神鼓

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但能用「創新」去創造未來
福太國際企業有限公思 電子商務營運長 沈芯菱

創新常源自山窮水盡之處，定靜安慮得峰迴路轉之道
威爾立總經理 余昱辰

創新、誠信、分享，以創新科技，助臺灣產業開創新局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創新是實踐價值的兌現不斷修正的產物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總裁 陳立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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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項宗旨與定位

宗旨

透過「總統創新獎」表
揚在產品、技術、管理、
服務或文化等多元領域有
傑出創新成就且對國家經
濟發展有具體貢獻者，以
「創新」到「創業」之思
維及動能協助產業結構轉
型，形塑典範引領各界推
動臺灣邁向創新經濟發展
，建立完整國家創新體系
進而創造經濟發展競爭優
勢。

定位

鼓勵產、官、學、研等之個

人或團體，積極追求在產品、技

術、管理、組織、行銷、服務或

文化等多元創新與價值創造，帶

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強化國際

競爭力優勢。

總統創新獎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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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基礎
學術研究

產
學
研

總統科學獎

總統文化獎
促進公民、
民主、永續
發展之社會

產
學
研
官

總統教育獎

總統創新獎

鼓勵優良品
德及才能之
學生

學

獎勵國家經
濟發展貢獻

產
學
研
官

*我國鼓勵創新之最高
榮譽獎項，參選領域
最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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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官方設置
總統層級獎項之比較



(二)評審委員會

召集人
(經濟部部長)

總統創新獎
委員會

執行秘書
(經濟部次長)

工作小組
(經濟部技術處)

科技研發 文創加值 服務創新 人才培育

遴
選
小
組

每組設13位產官學研界遴選小組委員 9



 遴選方式與程序—參選項別

定義說明
創新及應用新知識和新科技，採用新的生產方式
和經營管理模式，以創新思維開創新產業價值鏈
，協助市場擴散及價值創造，進而提升產業核心
競爭力及國家經濟發展。

將文化要素以符號、文字、圖形、色彩、聲音、
形象與影像等資料或資訊，結合創意並整合運用
之技術、產品或服務，具創造感動人心、引發人
文與社會共鳴及創造高質美感的成果及附加價值
，促進整體生活價值提升。

應用新知識、新科技和新工藝，以系統整合開創
新服務模式及提供新的服務，有效提升服務加值
、競爭力、顧客滿意度及整體形象等，並提升社
會的生活品質與在地關懷。

運用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教育創新模式，培養優質
人才，提升國家及產業人力素質，長期投入培育
「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強化教育與產業之
連結及布局全球人才，解決社會問題及提升國家
競爭力。

項別 協辦部會

科技研發

文創加值

服務創新

人才培育

科技部
中研院

文化部

國發會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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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方式與程序—參選資格 Part1

參選資格
(一)團體組：2名

產：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企業或社（財）團法人（如：基金會、公
協會）等團體。

官：政府機關(構)、單位
(以中央三級機關/單位及縣市政府所屬一級單位為申請單位)
學：我國大專院校。(以校或院級為申請單位)
研：公民營及社(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二)個人組：3名。具中華民國國籍公民。
1.一般個人組2名：曾任或現任職產官學研界人士。
2.青年組1名：現任職產官學研界，40歲以下(民國68年1月1日以

後出生)之青年。

獲獎限制
(一)團體組：已獲得總統創新獎之團體，不得重複獲獎。
(二)個人組：已獲得總統創新獎者之個人，同一組別內（一般個人組

／青年組）不得重複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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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方式與程序—參選資格 Part2

徵選日期
即日起至108年9月30日（一）下午5時止。

請儘早完成網路報名作業（含報名表與申請書上傳），避免集中於報

名時間截止前，因網路流量壅塞而影響報名權益。

參選方式
(一)公開徵求：符合參選資格者，得自由報名申請。
(二)推薦參選：產、官、學、研及民間團體等，均可推薦參選單位或參選

者；惟本人與三等親內之親屬不得擔任推薦人。

補件程序
(一)公告時間：108年10月4日（五）於總統創新獎官網公告。
(二)補件期限與方式：108年10月14日（一）下午5時前以親送幕僚工作

小組或郵寄方式完成補件作業（含當日，以郵戳為憑）。
12



 遴選方式與程序—步驟流程

登入官網報名專區
線上填寫，並下載報名
表PDF檔

請至總統創新獎官網
www.rocpia.tw【我要報名】專區
註冊登入，填寫報名資訊，取得參
選編號後，下載報名表PDF檔。《步驟一》

報名表PDF檔印出
，並簽章

將已填資料報名表PDF檔印出並簽章
，附於申請／推薦書第1~2頁，製作
15份申請／推薦書（2份正本、13份
影本；正本定義請參考「備註」），
進行紙本膠裝成冊。《步驟二》

申請書電子檔上傳
請將完整申請／推薦書（含第1~2頁
簽章後「報名表」）電子檔上傳至
www.rocpia.tw【我要報名】專區（
檔案大小限30MB以內之PDF檔）。《步驟三》

掛號郵寄
15份參選資料紙本
(2份正本、13份影本)

報名截止108年9月30日（一）前
，掛號郵寄至10658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149號11樓「總統創
新獎工作小組收」（含當日，以郵
戳為憑）；書面內容如與上傳電子檔
資料不符，將以電子檔為主。

《步驟四》

報名完成 13



 遴選方式與程序—評審指標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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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

(一) 科技研發項
評審指標

1.長期深耕創新研發，具智慧資本及專利價值，獨特性、領
先性與競爭性。

2.創新成果具國內外競爭優勢，為產業創新之典範或領導者。

3.能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帶動產業升級及引發國內外投資。

4.創新成果對產業鏈及產業聚落產生正面影響及推力。

5.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成效。(權重3分)

(二) 文創加值項
評審指標

1.能提升文創產業價值層次，對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及我國文
化有卓越成就。

2.創新模式對活化文創產業及持續發展，產生重大正面影響
及推力，且提升國內文化風氣之影響性及貢獻。

3.用文創概念或策略，提升自身形象或促成轉型，獲得社會
大眾之認同。

4.善用文化中的獨特性和故事性加入創新元素或文化科技以
文化內涵提振生活價值。

5.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成效。(權重3分)

(四) 人才培育項
評審指標

1.具備創新的人才培育機制、成效，建構符合產業需求之培
育模式，並對產業具有特殊的成就與貢獻。

2.創新模式與國家人力資源規劃扣合，優化產業結構人才。

3.強化產學研合作機制，平衡產業人才供需落差，並與國際
接軌，培育國際視野人才。

4.創新成效具有推動國家永續發展之影響性及貢獻。

5.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成效。(權重3分)

(三) 服務創新項
評審指標

1.具備「服務創新模式」，為國內外主要競爭者或領先者。

2.創新成效扣合全球性趨勢，實踐生活樣態，為國內服務創
新之典範。

3.運用科技改善服務流程，能提升服務品質及價值。

4.創新模式對創造「感動服務」及「民生福祉」具貢獻。

5.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成效。(權重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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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方式與程序—評審指標 Personal
個人組

一般個人組

評審
指標

1 具特殊成就或對國家社會及產業有卓越貢獻

2 長期推動產業創新且具重大影響性及改革性

3 建立新興產業或模式，顯著提升產業競爭力

4 帶動產業成長，對產業與國家經濟具卓越之
衍生效益

青年組

評審
指標

1 創新成果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

2 創新成果對產業具前瞻性及創造性

3 創新成果具未來發展潛力、成長性及可塑性

4 創新成果對產業具傑出衍生效益



 遴選方式與程序—評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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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方式

個 人 類

青年組一般個人組
團體類組 別

初 審

複 審

申請書審查及書審會議

簡報複審及推薦會議

遴選小組

決 審 總統創新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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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 108年9月 108年12月 109年4月

獎項公告及徵選廣宣作業

評審作業

頒獎表揚&成果擴散

後續擴散

1.獎項徵選廣宣及報名收件
( 8月到9月)

2.參選說明會(8月)

1.獎項評審
初審：10月
複審：11月

2.決審(12月)

1.呈報總統
2.舉辦頒獎典禮
3.成果擴散(4月~

後續擴散
1.中英文得獎專輯編製
2.國際創新論壇

4月

109年6月108年10月

 作業時程規劃—作業時程



 遴選方式與程序—表彰方式 Part 1

獎牌、獎座及獲選證書

一、頒獎儀式：記者會及頒獎典禮。
二、敦請 總統頒發每位得獎者獎金200萬元、證書及獎章。
三、出版中英文「得獎專輯」及得獎者媒體專題報導。
四、舉辦國家級「創新講座及論壇」，擴散得獎者成功經驗。

表
彰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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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方式與程序—表彰方式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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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視 專 題

專 輯

網 路 廣 宣 第一屆大師論壇

第二屆國際論壇

第二屆青年論壇

頒 獎 典 禮

交 流 茶 會



參選單位可個別以電話或至本會進行討論及問題釐清。
-----------------------------------------------------------------
聯絡電話：02-2325-6800# 881、891、885
傳真：02-2325-6816
E-mail：rocpia-info@umail.hinet.net
收件地址：10658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9號11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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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策略思考

參選資料之準備

總統創新獎資料準備

2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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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獨特風格與步調
，打動人心深處渴望

引用國際資源，強化
內部資源不足

掌握規格和智財，
以技術創新提升獲
利能力

從生活與人文面出發，
讓產品走入美感時代

全球資源整合者

產業技術領導者

軟性經濟創意者

生活型態先驅者

產業創新力
(科技、文化

、服務、人才)

部分資料轉引:2025臺灣大未來，大立文創

(一)參選策略思考

轉型思考! 創造更多價值的行動方案！
智庫提出2025年四條新路線，讓世界驚覺臺灣創新力、讓
臺灣產業亮起來:



科技研發項

文創加值項

服務創新項

人才培育項

選擇「參選組別、「項別」務必要從「整體面」來思考

1.創新成就
2.產業貢獻／跨產業貢獻
3.國家經濟貢獻
4.國際競爭力優勢

01
組別

02
項別

團體組

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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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科技研發」。若也
能說明「服務創新、人才培育
及文創加值」創新作法，將更
凸顯多元創新。反之亦同。

抱持著以得一次獎為目標，頃全力說明創新成果對產業、對國家經濟之貢獻。



參選件數 入圍複審件數 入圍決審 歷屆得獎數

約40% 10-15件(12.5%) 2-3件 3

約20% 10-12件(20%) 1-2件 6

約30% 10-15件(16.6%) 2-3件 3

約10% 7-10件(33.3%) 1-2件 1

科技研發項

文創加值項

服務創新項

人才培育項

聰明選擇「參選項別」

建議

1.先求進入「複審」，再爭取進入「決審」，進而「得獎」。

2.若公司創新績效屬多元性，建議在選擇「項別」時，可避開競爭激
烈之「項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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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團體組
個人組

青年組一般個人組

參選
方式

推薦參選自行參選

資料繳交

報名表

申請/
推薦書

推薦表

步驟一：
1.選擇獎項類型：同一單位可同時參選團體組與個人組。
2.參選資料：務必完整
【相關申請書下載：請至總統創新獎網站/下載專區/團體組申請書／推薦書or個人組申請
書／推薦書。】

(二)參選資料之準備

注意事項

推薦者之資格：

1.產、官、學、研及民間團
體等，均可推薦參選單位
或參選者。

2.惟本人與三等親內之親屬
不得擔任推薦人。 (越具代
表性之推薦者越具公信力)

25

http://www.rocpia.tw/doc/01.%E5%9C%98%E9%AB%94%E7%B5%84%E7%94%B3%E8%AB%8B%E6%9B%B8.%E6%8E%A8%E8%96%A6%E6%9B%B8-106052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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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填寫及準備參選資料。
1.相關資訊應以長期(至少近五年)為主。
2.請依照申請書格式填寫。【相關申請書下載：請至總統創新獎網站/下載專
區/團體組申請書／推薦書or個人組申請書／推薦書。】

團體組參選資料之準備

1.營業、服務、校務、業務項目以圖表呈現，註明比重。

2.請說明 貴單位成立期間對產業或社會或對國家最重要之創新成果
(技術、產品、製程、營運模式、服務模式、政策等)

申請單位 政府機關 大專院校產業界

(一)報名表 請上網依格式填寫，並取得參選編號。

研究機構

(二)沿革 請依時間序列，簡要描述 貴單位發展沿革。

(三)主要營
業/研
發/服
務項目

3.敘述創新成果
對社會或對國家
經濟之貢獻。

3.敘述創新成果對單位、對產業或對國家之貢獻。
(EX:過去五年業務營收、國際品牌、學術地位、
研究地位、就業、人才培育、社會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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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內容建議 Part1

1.創新成效能具體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
2.促動產業升級，新興產業發展之具體實績。
3.引發國內外投資(金額)，產業聚落，研發聯盟等。

創新成效對社會及產業界具備卓越影響力，促成
新興產業鏈或產業聚落，乃至影響國際市場。

申請項別 科技研發

1.具體敘述創新的策略及做法。
2.創新成效亮點，具體落實做法，競爭優勢表現。

1.長期深耕創新研發，具智慧資
本及專利價值，獨特性、領先
性與競爭性。

強調科技創新成效，對國家經濟發展之影響及國
內外表現。並重點闡述以下兩者：
1.榮獲其他國內外獎項或社會大眾之肯定
2.臺灣或國際市場居於重要之地位

2.創新成果具國內外競爭優勢，
為產業創新之典範或領導者。

3.能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帶動產
業升級及引發國內外投資。

4.創新成果對產業鏈及產業聚落
產生正面影響及推力。

27



申請書內容建議 Part2

1.創新做法對社會及國家之影響性。
2.促動文創加值及創新教學之具體實績。

創新對文創產業化、國家人才培育，藝術美學、
永續發展、民生福祉等貢獻及推力，且對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之影響。

申請項別 文創加值

1.具體敘述創新的策略及做法。
2.創新成效在國內外的表現。 (榮獲其他國內外獎
項或社會大眾之肯定)

1.能提升文創產業價值層次，對
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及我國文化
有卓越成就。

1.創新成效亮點，具體落實做法，競爭優勢表現。
2.帶動國內文化風氣之正面影響及推動。

2.創新模式對活化文創產業及持
續發展，產生重大正面影響及
推力，且提升國內文化風氣之
影響性及貢獻。

3.用文創概念或策略，提升自身
形象或促成轉型，獲得社會大
眾之認同。

4.善用文化中的獨特性和故事性
加入創新元素或文化科技以文
化內涵提振生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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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內容建議 Part1

1.創新成效能具體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
2.促動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發展之具體實績。
3.引發國內外投資(金額)，產業聚落，研發聯盟等。

強調服務模式創新成效，對各式服務模式、民生
福祉等貢獻及推力，且對國家經濟發展之影響。

申請項別 服務創新

1.具體敘述創新的策略及做法。
2.提出新型態服務模式，打破傳統服務流程，建立市
場標竿。

1.具備「服務創新模式」，為國
內外主要競爭者或領先者。

1.創新成效亮點，具體落實做法，競爭優勢表現。
2.創新成效在國內外的表現。(榮獲其他國內外獎項
或社會大眾之肯定)

2.創新成效扣合全球性趨勢，實
踐生活樣態，為國內服務創新
之典範。

3.運用科技改善服務流程，能提
升服務品質及價值。

4.創新模式對創造「感動服務」
及「民生福祉」具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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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內容建議 Part2

1.具體落實產學研合作，強化競爭優勢表現。
2.創新成效對國內外的影響性。(榮獲其他國內外
獎項、於臺灣或國際市場居於重要之地位)

創新對國家人才培育、永續發展、民生福祉等貢
獻及推力，且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之影響。

申請項別 人才培育

1.具體敘述創新的策略及做法。
2.創新成效亮點，具體落實做法，競爭優勢表現
。

1.具備創新的人才培育機制、成
效，建構符合產業需求之培育
模式，並對產業具有特殊的成
就與貢獻。

1.創新做法對社會及國家之影響性。
2.促動創新教學模式之具體實績。

2.創新模式與國家人力資源規劃
扣合，優化產業結構人才。

3.強化產學研合作機制，平衡產
業人才供需落差，並與國際接
軌，培育國際視野人才。

4.創新成效具有推動國家永續發
展之影響性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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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資料撰寫建議

(1)具體提出各項評審構面之創新項目及特色(關鍵性及獨特性及差異性)。
(2)創新項目之落實方式及創造之附加價值、產業貢獻及國家經濟貢獻。
(3)與政府產業政策能相互結合。

成立奪標團隊：彙整正確資料及進行有效包裝。

資料準備方式：

撰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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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備註精簡扼要 正面報導 優勢比較

資料準備應盡
量以條列方式、
圖表做說明，
並以顏色或粗
體字加註重點。
(40頁以內)

申請資料中，
若相關數據有
異常點，應以
備註作說明。

提出媒體或公
正單位對單位
或領導者之報
導、得獎記錄
等。

盡量與過去的自己、
主要國內外競爭者
提出相對比較，說
明在技術、產品、
製程、組織、行銷、
服務、政策、人才
培育等創新成效之
優勢，以加強對評
審委員之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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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選單位須提出具體且完整的創新成效。
2.能導引評審委員快速、正確了解參選資料。
3.能提出讓委員有心動之創新數據及成果。

初審(書面審查)作業因應

複審作業因應

注意事項

1.先求入圍、決戰複審
2.注重資料敘述及鋪陳
委員有具體推薦理由

3.注意亮點成果的呈現

組別 團體組
個人組

青年組一般個人組

注意一 ※建議單位首長能撥冗出席
※注重成果之實務呈現

注意二 原則每場次40分鐘
(簡報20分鐘、QA20分鐘)

得獎之關鍵在於簡報，建議本人出席

原則每場次30分鐘
(簡報15分鐘、QA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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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資料重點呈現

一、團體名稱：OOO股份有限公司
二、團體簡介：登記資本額OOOOOOO

仟元，主要業務以
OOOOOOOO為主，目前
員工數OOOOOO人。

三、創新成就：
(一)在台深耕創新，為國內外領先者
(二)國內外競爭優勢，產業創新之典範
(三)帶動產業升級、引發投資
(四)對產業發展、民生福祉有重大影響力
(五)國家永續發展影響力及貢獻

決審資料呈現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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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精不在多：

無論參選資料寫幾頁，最終只會歸納成

一頁(報告約1-2分鐘)。

 2.強化多元性：

對團體組而言，無論參加哪一項別，不

要忽略其他項別之創新敘述。要營造單

位在創新的多元性。

 3.創新特色化：

創新內容收斂規納及聚焦，具體敘述創

新之特色、亮點及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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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創新獎Q＆A

類型二、獎項評審事宜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3
PART



35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

1 .總統創新獎之尊崇性，每屆以 5名為原則。

2 .「總統創新獎」為政府鼓勵創新之最高名器，
具備其尊崇性，亦規劃高額獎金，所有規格皆
以最高等級辦理規劃。

3 .本獎項位階高於一般民間企業所舉辦之獎項，
將更能帶動產官學研界對創新活動投入之重視
及參與。

Q1. 「總統創新獎」每二年舉辦一次，每
屆獎額共五名，爭取非常不易，後續是?

Q2.「總統創新獎」的遴選對象及獎額為何?

遴選對象分成二個組別，團體組獎額 2 名
、個人組獎額 3 名，其中個人組包含一般
個人組 2名、青年組 1名等。

Q3. 「總統創新獎」遴選項別有哪些?

本獎項遴選項別分成四項：科技研發、文
創加值、服務創新、人才培育等。

Q4.每個參選項次，各有名額保障嗎?

沒有。各分項無保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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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體組：包含產、官、學、研界的團體，其中
產 -依法設立的公民營企業或社 (財 )團法人 (如：
基金會、公協會 )等團體。
官 -政府機關 (構 )、單位 (以中央三級機關 /單位
及縣市政府所屬一級單位為申請單位 )。
學 -我國大專院校 (以校或院級為申請單位 )。
研 -公民營及社 (財 )團法人研究機構。

2 .個人組：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公民。
一般個人組：曾任或現任職產官學研界人士。
青年組：現任職產官學研界，民國 6 8年 1月 1日以
後出生之 4 0歲以下青年。

Q5. 「總統創新獎」遴選對象的參選資格
為何?

Q6.是否只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如擁
有雙重國籍者)都可以報名參加嗎？對個人
部分，一定要目前仍任職在產官學研界嗎？

是的。只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公民皆可參加
。在職部份，青年組須為目前現任在職者。

Q7.榮獲獎項後，可再次參選嗎？

1 .團體組：已獲獎之團體，不得重複獲獎。
2 .個人組：已獲獎者之個人，同一類別內 (一
般個人組 /青年組 )不得重複獲獎。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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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選者本人與三等親內之親屬不得擔
任推薦人；且越具公信力之推薦者或單位
，越具優勢。

Q8.推薦資格有限制嗎？

Q9.曾榮獲其他國內外獎項，是否可報名參
加？

可以，曾獲越具公信力之獎項，越具本獎
項獲獎優勢。

Q10.被推薦者，是否一定要簽名?

是的。須確定被推薦者知道被推薦參選。

Q11.參選需要繳交報名費嗎?

不需要。從報名到獲獎均不需要繳交任何費用。

Q12.獎金需要繳稅金嗎?

需要。獲獎者需依個人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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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參選須知規定，研究機構是以「整體
機構」參加。

Q13.請問研究機構參賽的層級為何?

Q14.單一創新成果或作品參加適合嗎?

本獎項鼓勵目標為對國家產業創新具有實質
貢獻的單位及個人，單一創新成果及專利待
需時間累積實際效益。

Q15.參選「總統創新獎」的對象，涵蓋產官
學研界，參選者的條件為何，自行報名者，
一定要具有推薦表才可以報名嗎？
是的，總統創新獎採自行申請參選及推薦
參選。除團體組可採用自行報名，免推薦
表外，其他不論哪種方式參選，都需要有
推薦表。

Q16.請問學生可以參加嗎?

一般學生無任職工作是不可以參加的，青
年組參選者須現任職於產官學研界。

Q17.請問同一家公司跟老闆都可以出來參
賽嗎? 

可以，可同時報名團體組及個人組。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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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約 4 0頁，個人組約 2 0 頁，可雙面
印刷，上述為原則性規定，上傳 P D F檔案
大小請勿超過 3 0 M B。

Q18.請問團體組與個人組申請書的篇幅大
約多少?

Q19.參選人如決定採用推薦制報名，本人
一定要在推薦書裡簽名嗎?

是的，須確定被推薦者知道被推薦參選。

Q20.推薦表是否需要彌封處理?

不用，推薦表視為申請書 /推薦書的一部
分，敬請整本膠裝送件。

Q21.報名參加兩項別(如:文創加值與服務創
新項別)嗎?

不可以，如經查屬實將取消參選資格，請
參選人注意。

類型一、獎項參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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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入圍者不方便出席，則由推薦單位主管
代表出席說明。

Q1.入圍複審之個人候選者，一定要親自出
席面談嗎？

Q2.參選單位或個人若與遴選小組委員或委
員會委員同屬同一單位，委員會迴避嗎？

會。本獎項相關作業已訂定嚴謹之迴避條
款。擔任委員者，均不得成為候選人，若
與候選者有三等親或業務相關之情形，均
需依規定迴避評審。

類型二、獎項評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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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導



獎項線上報名系統
操作說明

如有操作任何問題，歡迎隨時連絡我們

02-2325-6800#881/885/893
42

附件
說明



一、申請流程

請至「總統創新獎」官網「線上
報名」(www.rocpia.tw)

二、報名系統

1.首頁進入:右-我要報名 (如左圖)
2.獎項線上報名系統:直接輸入
(www.applyaward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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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說明

(一)註冊帳號
1-1.輸入帳號/密碼
1-2.無帳號者請點選註冊 (要

進行帳號開通)

(二)登入

(三)選擇報名獎類

(四)填寫報名表

(五)下載列印，簽名後掃描上傳
正本(2份)影本(13份)
連同申請書合併裝訂→郵寄

(六)上傳申請書
44



四-1、註冊帳號

1.填入簡易資料 (帳號/密碼/姓
名/電話/MAIL) ，按送出。
2.去E-MAIL信箱收確認信，
開通帳號，始可報名。

EX:選第四屆總統創新獎團
體組，點我要報名

四-2、選擇報名獎類

點選競賽報名專頁，可進行
報名資料編輯與上傳申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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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填寫報名表

1.依照獎類，填寫報名表。
2.填寫完成，按送出報名表(可修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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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下載簽名

申請書撰寫完成，轉成
PDF上傳(30 MB內)

參選編號

四-4、報名編輯

1.點選瀏覽參賽履歷，可進行編輯
2.可修改報名資料 /下載報名表 /上傳報名表、申請書(限PDF，30MB以內)
3.本系統可重複上傳檔案，評審將以最新檔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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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性別友善職場
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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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平等
工作環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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