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辦法 

 

一、 競賽組織 

(一)主辦單位 

2022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由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與東吳

大學法學院共同主辦。 

 

(二)競賽宗旨 

21世紀以知識經濟為主軸，人才競爭激烈。國外管理機構做了跨國調查後建議，

求職者、用人機構與教育單位間應該加強溝通與合作；教育機構除了必須提供學

生職場所需的學識與技能訓練外，社會參與的鍛鍊也至為重要。我國大學教育普

及，卻有相當比例的學生畢業後無法符合職場的需求、或難以適應社會的步調。

行政院青輔會針對企業雇主調查指出，良好的工作態度、抗壓性、倫理與道德等，

都是重要的就業力；企業取才的考量中，品德素養與正面心態、溝通與實踐能力、

團隊參與和學習能力等，都是優於專業能力與學歷的條件。 

 

強化人力素質，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培養有素質的地

球公民也是各國的共同期許。然而在競爭激烈的現實下，能力的評價往往向專業

技能方面傾斜，教育體系也不例外。先進國家乃重新強調當代核心價值，推動品

德教育，藉以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與就業力。 

 

台灣社會近年處於自由開放與多元震盪的時期，在民主政治價值與公民社會願景

等方面，缺乏普遍一致的認同。公民教育對於提升個人的素質與增進群體的永續

發展，有特別的時代使命。我國高中教育已納入相當完整的公民教育課綱，教育

部也藉強化大學通識教育以改善學術分工過細而漸趨專業化與實用化的弊端，力

求跨領域知識的統整，培育健全的現代公民。然而檢視目前大學教育在培養學生

的溝通能力（兼含書寫與口語表達）、思辨能力、道德思考力、履行公民責任的

能力、多元化生活的能力、迎接全球化社會的能力等方面，尚有相當的路程需要

努力。 

 

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自2001年起舉辦「理律盃校際模擬法庭辯論賽」，乃將

活動從法律系所延伸至大學非法律的院系，2015年開始組織「理律盃公民行動方

案競賽」，藉以協助提升學生發展跨領域知識、批判與創意思考、團隊合作、探

索問題、決策行動、尋求解決的能力，以彌補學校偏重「讀」而缺少「行動」的

教學內涵。 

 

(三)競賽地點 

2022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臺北市中正區貴

陽街一段56號）崇基樓7樓1705實習法庭舉行。 

 

(四)競賽進行方式 

競賽採初審與決選之程序，依競賽活動日程表進行（詳附件一）。 

公民行動方案包含四大步驟：確認公共政策問題、研究各項可行政策、提出我方

解決方案、提出行動方案。初審係書面審查公民行動方案檔案內容，決選則由參



賽隊伍上台報告及接受評審提問。 

 

第一步驟：確認公共政策問題 

(1) 說明選定的問題，包括問題的嚴重性、普遍性、公眾性等。 

(2) 公民應該關心並參與行動的理由。 

(3) 目前處理此問題之相關法律或政策，及政府相關單位實際處理的情況。 

(4) 國內、外類似問題的現況，包括其公民參與行動的論點與立場，觀察其如何

施展影響力，並分析其行動方案之利弊。 

 

第二步驟：研究各項可行政策 

(1) 找出幾個解決問題的政策，可以是現有政策，或社會人士或團體/組織所提出

來的建議，也可以是自己的原創想法。 

(2) 敘述前述政策之起源、主要內容、論點與立場、分析優點和缺點、可能支持

或反對此項政策者。 

 

第三步驟：提出我方解決方案 

(1) 說明何以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 

(2) 敘述方案的優點與缺點。 

(3) 依照「憲法檢查表」（詳附件二）檢視提案，不可牴觸憲法規定。 

 

第四步驟：提出行動方案 

(1) 詳細描述所提出行動方案，敘述如何獲得支持。 

(2) 製作說帖使專責單位願意採納。 

(3) 說明如何影響政府政策，納入行政措施，或推動立法。 

 

二、 競賽題目 

(一)主題 

2022年主題為「氣候變遷的當下與未來」。 

用「氣候變遷」查詢，立刻出現成千上萬筆資料，從「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到「2050淨零轉型也是臺灣的目標」…等等。它們不是資料而已，「氣候變遷

」不僅是你我面對的當下，更攸關年輕人長遠的未來；它需要被深切關注，更需

要全球付諸積極的行動。世界級自然學家英國艾登堡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

）說：「氣候變遷是現代人類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很不幸所有人和政府要承擔

如此重大的責任。」有人推動「巴黎協定」，有人倡議「為氣候罷課」；有人督

促政府、企業、機構從政策面、治理面著手，有人呼籲生產者與消費者從自身做

起。當地球上還有數十億貧窮人口、潔淨能源的技術問題與經濟問題還不能普遍

解決之際，推動環保、永續，絕不是提出口號或「何不食肉糜」的方案所能成事

的。做為當下政策與未來發展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大學生豈能錯失參與的時機。 

 

(二)題目細節之擬定 

參賽隊伍應以「氣候變遷的當下與未來」探察具體議題，進行公民行動方案各項

步驟。 

 

三、 參賽資格與隊伍組成 

(一)參賽隊伍資格 



本競賽限中華民國公私立大學院所之學生組隊參賽，參賽隊伍應由至少二不同學

院中三個以上不同學系之學生組隊參加。每一學校不限一隊參賽。 

 

(二)參賽隊員資格 

除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隊員限報名與參賽期間具本國大學院所正式學籍之學

生（包含碩、博士生，不含推廣部、在職班、進修班學生）。 

 

(三)隊伍組成與挑選 

每一參賽隊伍成員以8至12人為限，並由隊員中推選領隊一名，對外代表該隊並負

責與主辦單位聯絡相關賽務。每一隊員不得重複組隊參賽。 

 

1. 參賽隊員認證 

參賽隊伍報名表應檢附所有隊員經學校教務處當期核發之在學證明，以確認符合

第三(二)條規定之資格。未檢附所有隊員之在學證明者，須於主辦單位催告期限內

補正。 

 

2. 隊員之異動 

各參賽隊伍得於報名截止日後30日內，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主辦單

位，異動參賽隊員名單。除有特殊事故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替換隊員以一次

為限。 

 

(四)指導與諮詢 

1. 指導老師 

每一參賽隊伍得邀請於該校任教之專任老師擔任指導老師。惟如有特殊原因，得

經主辦單位認可，邀請現任教於該校之兼任教師為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異動時，

參賽隊伍應即告知主辦單位。 

本競賽所有相關賽務，包括公民行動方案檔案文書撰寫，皆應由參賽隊員自行合

作完成。參賽隊員得接受指導老師關於分析競賽主題與相關知識之指導，但不得

尋求指導老師或其他人員提供或撰寫公民行動方案檔案之具體內容。 

除各隊指導老師外，參賽隊伍得尋求具相關知識之學者或其他人員進行諮詢。參

賽隊伍亦可運用圖書館、網路或其他管道進行相關資源之搜尋與運用，但不得有

抄襲或剽竊內容之情事。 

 

2. 競賽研習營 

主辦單位於賽隊確定完成報名後將舉辦競賽研習營，說明競賽辦法及競賽主題。 

主辦單位將於期中指定日期，各賽隊須針對公民行動方案前三步驟提供5,000字以

內之初步報告，主辦單位據以舉辦行動指導營，給予指導或建議。 

 

四、 報名與隊伍編號 

(一)報名方式 

各隊應依指定方式於期限內完成報名，逾期不予受理。報名程序需補正者，應於

主辦單位通知後立即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除有特殊原因經主辦單位專案核

准外，其報名無效。 

 

(二)保證金 



參賽隊伍應於參加競賽研習營時以現金向主辦單位繳納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整。

未如期繳交保證金者，除有特殊原因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其報名無效。 

 

全程參賽之入圍隊伍，於決選日完成簽退程序後，除保證金無息全額退還外，另

酌予全程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各項競賽活動之隊員每人新台幣1,000元之活動費用

津貼；若未全程參賽，將依第八條規定酌扣保證金，以維護競賽品質。 

 

未入圍之隊伍，於決選日參賽隊伍完成簽退程序時，一併無息全額退還保證金，

但無前述活動費用津貼。 

 

(三)隊伍編號 

參賽隊伍於參加競賽研習營時以抽籤方式取得「隊伍編號」，作為該隊標示文書

之代號，並據以決定決選報告之順序。 

 

五、 評審 

(一)評審之聘請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各隊之指導老師不得擔任評審。評審如任教

於參賽隊所屬院校而有偏頗之虞者，主辦單位得為適當之調整。 

 

(二)評審指標 

1.初審 

初審由評審對各參賽隊伍所提交之公民行動方案檔案為評比，主辦單位依評審專

業意見進行審酌。初審評分重點如下： 

(1) 行動方案之重要性：問題之界定，主題之掌握度。 

(2) 行動方案之論證性：可行政策之研究，論述之完整性。 

(3) 行動方案之可行性：我方政策之提出，方案的可行性。 

(4) 行動方案之影響性：行動方案之擬訂與實施，實際操作之情況與前瞻價值。 

初審評分完成後，評審將決定入圍隊伍至多八隊，參加決選。 

 

2.決選 

入圍隊伍必須全體出席決選現場發表，報告四大步驟內容。決選評等指標除初審

重點外，另針對入圍隊伍現場論述表達能力、溝通理解能力、跨領域知識、探索

問題、尋求解決、創意思考、團隊合作、決策行動與整體表現等項目評審。 

 

(三)評審結果與講評 

決選評審結束後，依評分單決定名次。 

評審於賽後講評僅得對公民行動方案提供解說，不得基於特定立場就具體議題進

行評述。 

 

六、 文書繳交 

(一) 初步報告繳交 

各賽隊依附件一日程表於行動指導營前針對公民行動方案前三步驟，提供約5,000

字之初步報告電子檔案，以有效雲端連結或提供光碟1份，俾利研習營給予指導或

建議。 

(二)公民行動方案檔案繳交 



各賽隊應依附件一日程表所載日期於決選前繳交公民行動方案檔案紙本文書及電

子檔案至主辦單位（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如有形式缺漏，應於接獲通知後

二日內完成補正；資料不齊、或遲交、或未如期完成補正者，依第八(一)條規定處

理。 

 

1. 公民行動方案檔案紙本文書內容 

公民行動方案檔案文書應就四大步驟製作成書面報告（含決選報告所需ppt檔案）

，內容包括各步驟敘述、圖表說明、標註資料來源，連同佐證實作過程資料。四

大步驟之每一步驟陳述以A4紙張兩頁為限（以頁碼認定，佐證資料列為陳述之附

件，不在此限）。 

 

佐證四大步驟實作過程資料係參賽隊伍蒐集用以檢視和說明問題、擬定行動方案

的重要資料，例如相關政府刊物摘要、報紙或雜誌剪報、電子媒體報導、訪談紀

錄、與公私利益團體溝通的內容等。文書必須製作標題頁碼、總目錄/子目錄，以

及內容摘要；摘要可以節錄自原文內容，亦可另行歸納。 

 

各隊應依附件一日程表所載期限繳交公民行動方案檔案文書1式1份，於形式審查

通過，或依主辦單位指示修訂格式後，於補正期限內繳交修正後之文書1式8份。 

文書於繳交後不得修改。但純屬形式遺漏或依主辦單位指示修訂格式者，經主辦

單位核可後，得予補正，惟應依相關罰則扣減成績。 

 

2. 公民行動方案電子檔案內容 

參賽隊伍須同時繳交電子檔案，以有效雲端連結或提供光碟1份，內容為與紙本文

書相同之word檔與決選時使用之ppt檔；檔名應為隊伍編號。除前項檔案外，隊伍

不得檢附其他電子檔。 

經通知補件者，電子檔案應同步修訂並於補件期限內與紙本文書同時繳交至主辦

單位。 

 

3. 公民行動方案檔案格式 

(1)字型、字體大小、排版與引註格式 

文書之字型、字體大小與排版格式如下，違反規定者應予扣分。 

紙張大小： A4（寬21×高29.7公分），縱向，每一步驟以兩頁（以頁碼認定）為

限，上下左右邊界預留2.5公分，裝訂位置靠左，雙面列印。 

字    型： 中文字型為新細明體，英數字型為Times New Roman。 

字體大小： 本文為「12」號、註解為「10」號。 

行    距： 以「單行間距」為標準。 

段落間距： 與前、後段距離為「0 行」。 

頁    碼： 頁面底端置中，起始頁碼為阿拉伯數字「1」。 

文字應以橫排，水平方向由左至右撰寫。 

引註格式應符合學術倫理，由評審認定之。 

 

(2)長寬規格與裝訂方式 

紙本文書（包括封面與內文）長寬標準為A4規格、相關附件及佐證資料亦同。全

文應以電腦打字撰寫。 

 



(3)封面 

封面僅得註明「隊伍編號」，文書本文不得標示隊伍所屬之校名、院系名、隊員

姓名或任何可能暗示隊伍或隊員名之字句，但因提示行動方案執行之過程而無可

避免者，參賽隊伍應於繳交時告知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另行考量。 

 

七、 決選報告 

(一)決選報告內容及進行方式 

入圍隊伍必須依附件一日程表所載日期全體出席決選現場發表，以ppt檔案報告行

動方案四大步驟內容。電腦設備與簡報器材由主辦單位準備。 

倘主辦單位因故無法舉辦實體現場決選，得視狀況改以線上方式進行。 

 

(二)決選報告程序 

各隊進行決選報告時間為20分鐘，其中前12分鐘評審不提問，由參賽隊伍完成四

步驟之報告，後8分鐘評審提問，評審提問時間不計入時間計算。報告人數由參賽

隊伍自行調度，惟全員皆應上臺且四大步驟需分別由不同參賽隊員報告人進行報

告。參賽隊伍應有效控制時間。 

 

(三)時間限制與逾時處理 

報告應於限定時間內完成。若時間限制已至，應立即停止發言，惟若得評審允許

，得延長一分鐘。 

 

(四)錄音與錄影 

主辦單位得就競賽事務進行錄音與錄影，但無向參賽者提供該影音資料之義務。 

參賽隊伍欲錄音、錄影者，須徵得主辦單位之同意，並遵從主辦單位之指示。 

 

(五)決選觀賽人員之限制 

參賽隊伍倘邀請同校學生觀賽，須事先報名，經主辦單位確認席位後入場，惟若

有影響競賽進行之虞者，主辦單位有權視情況限制之。 

 

八、 罰則 

(一)文書義務之違反 

 

1. 公民行動方案檔案遲交 

未依附件一日程表所載日期提交公民行動方案檔案者，每份遲延一天扣初審分數5

分；提交後經主辦單位核定應補正而未於期限內補正者，亦同。總遲延扣分達20

分者，該隊喪失參賽資格與全額保證金。 

 

2.未提交文書 

參賽隊伍未提交初步報告或公民行動方案檔案者，該隊喪失參賽資格與全額保證

金。 

 

3.未繳交足夠份數文書 

參賽隊伍提交公民行動方案檔案數量不足主辦單位要求者，主辦單位得酌予扣分

並酌扣保證金。 

 

4.文書未符合格式 



參賽隊伍所提交之公民行動方案檔案與規定格式不合者，主辦單位得酌予扣分。 

 

5.抄襲、剽竊或非隊員代寫 

文書內容如經主辦單位查證確認有抄襲、剽竊或由非隊員代寫等情事者，該隊喪

失參賽資格與全額保證金。 

 

(二)出席義務之違反與罰則 

1. 競賽研習營暨行動指導營之出席義務 

主辦單位依附件一日程表所載日期舉辦競賽研習營與行動指導營，參賽隊伍應全

員到場並全程參加。參賽隊員應備學生證以供查驗，不得為他人代為簽到。如因

故無法出示學生證，得以所屬學校教務處核發之在學證明及身分證代之。 

 

若有遲到、早退或缺席之情形，全隊遲到或早退達半小時者，一次扣除保證金新

臺幣1,000元，全隊缺席者一次扣除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個別隊員遲到或早退達

半小時者，每名扣除保證金新臺幣100元，個別隊員缺席者每名扣除保證金新臺幣

300元；但於特殊情形向主辦單位說明並經核可者，得免除或減輕保證金之減扣。 

 

2.決選報告之出席義務 

各入圍隊伍須於決選日全員到場並全程參加。參賽隊員應備學生證以供查驗，不

得為他人代為簽到。如因故無法出示學生證，得以所屬學校教務處核發之在學證

明及身分證代之。 

 

若有於決選日開幕遲到、早退或缺席之情形，全隊遲到或早退達半小時者，一次

扣除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全隊缺席者一次扣除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個別隊員

遲到或早退達半小時者，每名扣除保證金新臺幣100元，個別隊員缺席者每名扣除

保證金新臺幣300元；但於特殊情形向主辦單位說明並經核可者，得免除或減輕保

證金之減扣。 

 

未入圍隊伍受邀於決選日到場觀摩者，應遵從主辦單位之安排。 

 

3.決選報告程序遲到或缺席 

參加決選報告程序之入圍賽隊隊員遲到者，每遲到5分鐘，每張評分單上扣分數5

分。遲到達10分鐘者判定棄權。參加決選報告之入圍賽隊隊員未全員到齊者，判

定棄賽，但於特殊情形經向主辦單位說明並經核可者，得允許出席隊員參加決選

報告。 

 

(三)申訴程序 

參賽隊伍對於所受處罰有所不服者，得以書面方式記載不服之理由，送交主辦單

位。若主辦單位認為申訴有理由，得撤銷處罰；若認為申訴無理由，則將該申訴

駁回並告知申訴隊伍駁回之理由。對於主辦單位之駁回不得再次提出申訴。 

 

九、 獎勵辦法 

本競賽獎勵辦法如下，各獎項另頒發中英文證書一紙。 

甄選作品如皆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可從缺。 

 



獎   項 說   明 

特優一名 獎金新臺幣12萬元 

優選二名 獎金新臺幣6萬元 

佳作二名 獎金新臺幣3萬元 

團隊合作特別獎一名 獎金新臺幣1萬元 

探索問題特別獎一名 獎金新臺幣1萬元 

決策行動特別獎一名 獎金新臺幣1萬元 

 

十、 本規則之解釋與修正 

(一)疑義與建議 

參賽隊伍對於本規則有所疑義或建議者，得於報名截止日後30天內，以郵寄、傳

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向主辦單位提出疑義或建議之內容。 

 

(二)修正之通知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徵詢各隊意見，決定是否修訂本規則。 

本規則如經修訂，主辦單位應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將修改內容郵寄予各

隊領隊。 

 

(三)規則之適用 

本規則適用於2022年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主辦單位發布時生效。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核准與否及變更、終止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十一、 著作權之使用及其他義務 

(一)著作權之使用 

主辦單位得將參賽者於競賽中所繳交之文書及報告中提出之書面資料、言詞紀

錄或現場影音檔案等，彙集出版、發行光碟或上載於主辦單位之網頁，或為其

他推廣本活動、學術研討與推動民主法治教育等目的之使用，不另付費，參賽

者以報名參賽表示同意授予相關權利，供主辦單位使用。 

主辦單位不退還參賽作品，參賽者應自行備份留存。 

 

(二)作品內容合法性 

參賽者應保證作品中所使用之文字、聲音、圖片皆為合法使用，且並非以類似

競賽之相同參賽作品參賽。得獎作品倘涉及前述問題或智慧財產權等疑義，主

辦單位得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獎金或獎狀等權益，參賽者不得異議；若因此

致生損害主辦單位或其他第三人，參賽者需自負一切民、刑事等法律責任。 

 

(三)個資內容 

參賽者需提供真實姓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聯絡資料，並須保證所有

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及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參

賽者提供之資料有不實、錯誤或有缺漏之情事，應自負一切後果，主辦單位不

負任何責任。 



【附件一】 

 

2022年度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日程表 

2021年10月27日(三) 
公布參賽詳細資訊於主辦單位官方網頁； 

寄發參賽資訊予各大學院校 

2021年10月27日(三) 

~11月26日(五) 
報名期間；賽務團隊進行資格審查 

2021年12月4日(六) 競賽研習營 

2022年3月10日(四) 初步報告繳交 

2022年3月19日(六) 行動指導營(線上) 

2022年5月9日(一) 
公民行動方案檔案繳交期限； 

賽務團隊審查公民行動方案檔案必要內容是否有缺漏（形式審） 

2022年5月13日(五) 賽務團隊以電子郵件通知補件 

2022年5月16日(一) 文書缺漏補繳期限（參賽隊伍須於接獲通知後二日內完成補正） 

2022年5月21日(六) 評審會議：書面資料評分，並針對書審內容深入討論（不公開） 

2022年5月23日(一) 公告決賽入圍名單 

2022年5月28日(六) 決選報告暨頒獎典禮、晚宴 



 

 

【附件二】 

憲法檢查表 

為保障人民的權利，憲法與相關法律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請用以下檢查表審視行動

方案不牴觸憲法為保障人權所設之重要的限制。 

1. 政府無權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理由如下： 

2. 政府無權對人民以言論、書寫或以其他方式表達意見之自由加諸不合理或不公平的

限制。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理由如下： 

3. 政府無權在沒有依法組成法庭或者主管機關，進行正當法定程序前，即剝奪生命、

自由或財產，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理由如下： 

4. 政府無權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即侵犯人民隱私。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理

由如下： 

5. 政府無權依據人種、宗教、年齡、國籍或性別等因素，制訂對人民有不合理或不公

平差別待遇之法律。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理由如下： 

6. 我方行動方案有/無牴觸其他憲法規定，理由如下： 

 



 

 

2022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 

花東及中南部參賽隊伍交通住宿補助辦法 

 

參賽同學自行到場出席活動乃參賽所必要，惟理律文教基金會基於愛護同學，針對戶籍

地為花東及中南部(新竹以南，不含新竹)學生提供交通住宿補助，補助資格以身分證上

戶籍地為準。 

對  象： 限參賽學生。 

時  間： 競賽研習營、決選暨頒獎典禮。 

交通補助： 每一次活動限一次往返，以客運、台鐵自強號或高鐵(標準車廂)學生票為補

助範圍（車票日期必須去程為活動開始前一日或當日，回程須為活動結束

當日或後一日，以單一交通方式）。需要交通補助者須在報名時事先敘明。 

住宿補助： 競賽研習營、決選暨頒獎典禮各提供活動前一晚住宿補助；住宿補助以每

人每日1,500元為上限。需要住宿補助者須在報名時事先敘明。 

申請憑證： 費用採實報實銷制。交通費需提供車票存根或購票證明；住宿費需為開立

「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統一編號「13463587」並以新台幣結算之發

票或收據，並附明細記載住宿人員姓名。憑證上註明學員姓名，無姓名者

恕難受理。 

申請期限： 各隊須推派一名代表，申請報銷時須提供匯款帳戶及聯絡電話，備妥匯款

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憑證清單及交通住宿憑證，於各活動日後一週內郵

寄理律文教基金會（地址：11072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2樓），逾期歉

難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