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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徵選活動競賽辦法 

一、 活動目的 

高雄市政府於 100年 6月起接管世運主場館，該場館在 98年世界運動

會當時曾帶給台灣人民無比的榮耀，也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展現其魅力。

在世界運動會結束後，高雄市政府仍持續致力於推動世運主場館空間活

化，期望充分發揮其功能，未來更希望將世運主場館結合在地發展，成為

高雄新地標。 

本次活動希望能跳脫政府機關思考模式，鼓勵社會大眾與莘莘學子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針對世運主場館的活化經營進行創意發想，以活潑、前瞻、

創新的角度共同打造屬於我們的世運主場館。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體育處 

承辦單位：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三、 徵選方式 

(一) 參賽對象：分為「校園組」及「社會組」，不限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參加，

每件作品報名作者最多以 5人為限。 

1. 「校園組」：凡具國內國中小、高中職、大專院校在學身份者，但就讀於

大專院校進修部、夜間部、學分班、假日班、在職專班者不屬此類； 

2. 「社會組」：不具上述「校園組」資格者。 

(二) 參加方式：採郵寄報名，凡參加本次徵選活動者，需填妥報名表（附件

一）、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件二），連同參選作品光碟一併寄送至高雄

市中華藝術學校（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9號），並於信封

上註明「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徵選活動」；若未完成以上所述，視為未

完成參加手續。 

(三) 繳交資料： 

1.電子檔燒錄於光碟中（文字類○○.pdf或○○.doc）、（短片類○○.Mpg）   

2.報名表燒錄於光碟中（每 1件作品限用 1份報名表，○○○報名表.doc） 

3.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年 11月 30日下午五時三十分，以郵戳為憑。 

(五) 聯絡電話：（07）554-9696分機 211 傳真電話：（07）554-5338 

四、 作品需求： 

(一) 徵選主題：對於世運主場館的營運、活化進行創意發想 

(二) 基本原則： 

1. 計畫內容不得違反社會公序良俗。 

2. 場館活化創意實踐範圍為世運主場館場域。 

(三) 作品內容：主題為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發想，具體內容需包括（創意緣

起、內容與構想、實施方式、預期效益）；依作品類型分為： 

1. 文字類：參賽之電子檔案請以（○○.pdf或○○.doc）等普遍格式製作，



  

2 
 

內容至少 5000字，字型為新細明體，字體為 12，段落內容設定為單行

行距，並以雙面列印輸出；內容如有圖案或影像，其解析度需高於

300dpi。 

2. 短片類：參賽之電子檔案請以（○○. Mpg）格式製作，影片長度以 5至

10分鐘為限（誤差值不得多於 15秒鐘），影片內如使用任何音樂或人物

肖像，請事先取得授權；檔案以 DVD NTSC MPEG-2解晰度 1280×720或

720×480格式製作，不宜使用其他格式，以免造成評審無法閱覽；若未

完成以上所述，視為不符規定作品。 

五、 評選方式： 

(一) 初選： 

1. 成立評選委員會處理評審事宜，委員由本處就高雄市政府相關局處人

員、專家、學者派（聘）兼之，評選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

定支領審查費及交通費。 

2. 兩組均選出 15名進入決選。 

(二) 決選：由初選 15名進行決選，每組選出前 3名與佳作 3名。 

(三) 評選標準： 

1. 作品內容：40％ 

2. 創新性：30％ 

3. 可行性：30％ 

(四) 徵選結果將於 101年 12月 7日公告於高雄市體育處網站

（http://www.khms.gov.tw）及世運主場館網站(http:// 

www.nssac.gov.tw)或活動專屬網站

（http://www.charts.kh.edu.tw/nssac-activation/index.html），並

專函通知得獎人，擇期公開頒獎。 

(五) 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 

1. 校園組： 

(1) 文字類： 

第一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二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二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三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千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佳作 3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三千元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2) 短片類： 

第一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二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三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佳作 3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2. 社會組：  

(1) 文字類： 

http://www.khm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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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二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二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三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千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佳作 3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三千元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2) 短片類： 

第一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二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第三名 1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獎座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佳作 3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1幀。 

3.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作品未達標準經評審團決議，獎項得從缺。 

六、 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若有抄襲、重製、變造他人創作、冒名頂替之情形，或違反徵選

辦法規定者，除需自負法律責任外，本處得逕行取消得獎及參賽資格，

得獎序位不遞補，所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二) 參賽者引用資源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違法，一切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三) 獲獎者需同意各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讓與主辦單位，主辦

單位保有刪改、修飾、印製、宣傳、刊登、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

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四) 每人或每團體不限制參賽件數，惟參賽作品內容不得重複投稿；且不論

同組或異組，同一件作品不得重複參賽，否則取消參賽資格；得獎之作

品（不論個人或團體創作），限頒發 1個獎項，其獎狀及獎座上並印有全

數參賽者姓名。 

(五) 未詳細填妥報名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參賽作

品之檔案格式與活動辦法不符，且未能於承辦單位通知後 3日內完成補

正，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六) 所有參賽資料及相關文件，一經報名確定，不得更改；參賽作品請自留

底稿，一旦送件後將不予退件。 

(七) 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2萬元以上之得獎者，需由承辦

單位代扣 10％稅金，居住台灣未滿 183天之外僑人士不論獎金多寡，皆

代扣 20％稅金。 

(八) 得獎作品如為團隊創作者，應由共同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金分配。 

(九) 承辦單位得於本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中，公開播放所有參賽作品。 

(十) 承辦單位如認為參賽者違反本活動辦法者，得逕取消參賽、入圍獲得獎

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狀及獎金。 

(十一)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並公布於本處網站、世運

主場館網站及活動專屬網站，參賽者於報名之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

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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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徵選活動 報名表 

作品類型 □文字類     □短片類 

報 名 序 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組別 □校園組     □社會組 

姓名(代表)  性  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賽學校/ 

單位/個人 

作品名稱  

團隊報名者需填寫以下資料 

成員1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5 
 

成員2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成員3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成員4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繳交資料： 

1.□ 電子檔燒錄於光碟中（文字類：○○.pdf或○○.doc）、（短片類：○○.Mpg）   

2.□ 報名表燒錄於光碟中（每 1件作品限用 1份報名表，○○○報名表.doc） 

3.□ 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 

我已充份了解徵選辦法，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徵選規定，並對評審評分結果絕對服

從，若有違規情事，願被取消參賽資格，決無異議。 

參賽者簽名：＿＿＿＿＿＿＿＿＿＿＿＿ 

※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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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徵選活動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著作人：                      

同意將投稿【世運主場館~活化創意徵選活動】之作品

於獲獎後，將著作財產權讓與【高雄市體育處】所有， 

【高雄市體育處】擁有複製、公佈、發行、重製使用之權利。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

用之自創作品，且未違反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倘有抄襲或不實，得逕由主辦單位取消獲獎資格，並追討得獎

獎金（品），本人絕無異議，若另涉及違反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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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主場館簡介 

為迎接 2009 高雄世界運動會的到來，高雄市政府在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的支持下，在左營興建一座可容納 40,000個固定座位，15,000

個臨時席次的世運主場館，除了世運開幕、閉幕活動，還有七人制橄

欖球和飛盤都會在這裡進行競技。高雄世界運動會主場館，占地 19

公頃，由國際知名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監造。大師拋開傳統體育場館

的設計概念，誕生出全球第一座開口型的運動場館，螺旋型的外部結

構和太陽能光電板屋頂的構成，讓這世運主場館兼具了藝術與律動的

之美。 

世運主場館的興建，揚棄了傳統建材，除了場館結構全部使用再

生及 100％可回收再利用建材外，所有原料皆為台灣製造。屋頂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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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4 片玻璃壓縮的太陽能光電板作為場館的棚架，不但可達到 70％

的遮光效果，預估每年至少可達 110萬度的發電力，每年可減少 660

噸的二氧化碳，除了供場館比賽期間照明、冷氣等電力使用，非賽事

期間還可以出售多餘電力，藉由管線直接將多餘電力從主場館輸往台

灣電力公司，是我國太陽能光電運用的超大案例，不但符合節能減碳

的趨勢，更是運動場館建築的新指標。 

在世運主場館的基地中，有 13.9 公頃被規劃為景觀生態公園，

運用生物多樣性理念與生態工法設計師工，北側為密林森林溪流遊憩

區，東側為生態池，池中有四座生態島，可提供鳥類及水域生物棲息。

除了生態綠能之外，世運主場館為國內第一座業經 IAAF 一級認證田

徑場及符合 FIFA 足球場規範之綠能生態場館，配合本市國際體育政

策，賡續爭取國際大型運動賽會至本場館舉辦，以拓展我國國際體育

與外交，提昇國際能見度。 

 

100年 6月至今努力成果 

 高雄市政府自 100年 6月接管世運主場館起，即致力於集合各局

處力量共同運用本場館，未來將以多角化方式經營、多元性活動來活

絡場館運用並永續經營。 

自 100年 6月接管至 101年 9月底為止，本場館共舉辦 29場大



  

9 
 

型活動，其中體育性活動佔 18 場。目前本場館亦規劃辦理下列各種

活動： 

一、 開放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含幼稚園) 免費校外教

學活動。 

二、 開放南面迴廊免費開放民眾參觀。 

三、 配合國家訓練中心培育國家代表選手及團體，支援相關場地及設

施器材。 

四、 多元化導覽：101年 4月起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共同推動「智慧

綠建築推動方案」，選定世運主場館之綠建築案例為我國綠建築

示範基地。 

五、 辦理常態性足球、橄欖球、飛盤等運動營隊 

六、 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體育活動、音樂會、演唱會等活動。 

 

未來規劃 

 除了上述規劃外，本處同仁亦集思廣益，共同努力活化世運主場

館的營運，並嘗試與多元化活動結合，未來計畫推動下列經營方案： 

委外規劃：委託民間企業經營世運主場館，如高雄巨蛋現由民間公司

經營。 

一、 規劃尾翼空間短期出租：包括特色餐飲、特色商店、高雄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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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主場館紀念商品專賣區、運動商品區、創意市集或跳蚤市場

等。 

二、 異業結盟：結合觀光、文化、娛樂、體育等活動，包括左營眷村

文化體驗、足球春訓觀摩、生態解說體驗、大型演唱會、國際運

動賽事等，推出套裝旅遊行程。 

三、 大型展覽：動漫展、汽車展、旅遊展、美食展、就業博覽會、科

學博覽會、招生博覽會等。 

四、 場地租借優惠試辦計畫：用以吸引更多大型活動在本場館舉辦，

例如國際足球賽事、演唱會、演奏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