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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好
企業

徵求有實力、夠創新、懂市場、心繫永續的你！



全民防疫的當下
氣候變遷的危機

從未減緩



極端氣候帶來的不可逆破壞
正在發生中

科學家提出警示，當全球氣溫上升超過1.5°，

將對地球氣候造成不可逆的破壞，

屆時海平面上升、乾旱、洪水、熱浪…

各種極端氣候將在全球造成破壞。



翻轉極端氣候惡化
減少碳排放、使用新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成重要課題！
2021 年 底 第 26 屆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遷 大 會

（COP26）簽署「格拉斯哥氣候協定」，不

只影響國家、政府政策，還包括產業發展、

企 業 經 營 策 略 。 越 來 越 多 國 際 品 牌 響 應

RE100行動，節能、潔能成加入綠色供應鏈

的必備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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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與環境汙染、人力不足痛點，
農漁牧產銷創新突破
成轉型關鍵！
當全球糧食生產者、科學家、環保團體、甚

至創新創業家，都不停為氣候變遷帶來的糧

食危機找解方的同時，兼顧環境永續的農漁

牧產銷創新，也成為企業實踐ESG、落實在

環境永續的最佳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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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科技創新，實踐環境永續!
由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極端氣候，

正衝擊著環境生機、物種生存、糧食生產…

讓我們透過科技創新賦能，

以更具智慧的農漁創新，與環境共存共好，

以更有效率的節能創新，為地球降溫翻轉！



倡議
發起

共同
倡議

共好
企業



提案競賽創新獎金 雙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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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競賽 2022.5-11

ESG with I.M.V.!
IMV科技創新提案競賽

第一次受理期 2022.6-7

ESG with I.M.V.!
IMV科技創新獎金



競賽徵求對象

 關注農漁牧業議題、節能儲能議題、具電子設計／機械設計／AIoT／通訊／軟體／綠色科技能力與

思維的創新團隊、創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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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團隊報名，每隊參賽團隊3至8人。團隊須

有1人為代表人（隊長），擔任統一聯繫窗口，

負責與執行小組聯繫、確認參賽繳交文件、

相關出席與獎項領取等事宜。

2.隊長須為中華民國籍國民，組員國籍不限。

3.團隊成員未滿20歲者，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方

可報名。

4.團隊所有成員無設立任何公司行號。

創新團隊資格

1.以公司名義報名。

2.須為依中華民國法令設立於中華民國境內之

公司、商號。

3.公司須有1人為代表人（隊長），1人擔任本

案統一聯繫窗口，負責與執行小組聯繫、確

認參賽繳交文件、相關出席與獎項領取等事

宜。

創新公司資格



競賽主題 (提案須至少符合其中一主題，並具創新性／市場性／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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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種植養殖創新

農漁牧業
種植/養殖/生產

針對糧食生產來源：農

漁牧業之種植、養殖、

生產等技術創新研發或

技術創新應用。

２
加工製造創新

農漁牧產品
加工/製造/包裝

針對農漁牧產品加工、

製造、包裝等產銷過程

之技術創新研發或技術

創新應用。

３
生態永續創新

產地生態
永續循環與養護

針對糧食生產場域之保

養維護、生態平衡、循

環經濟等技術創新研發

或技術創新應用。

４
節能減碳創新

環境場域
節能/效能提升

針對所選環境場域之能

源節約、效率提升、減

少碳排放等技術創新研

發或技術創新應用。



競賽時程與競賽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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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
2022.05 – 08.30

初選
2022.09

提案優化
2022.09-11

決賽頒獎
2022.11月底或12月初

 線上報名

(報名方式如後)

 執行小組資格篩選

 初選

(書審進行，團隊不須到場)

 ESG提案優化工作坊

 複選

(書審進行，團隊不須到場)

 企業顧問輔導

 決選提案優化與準備

 現場評選頒獎

(現場簡報，報名者須到場)

農林漁牧創新主題 節能減碳創新主題

●第一名1：30萬元整 ●第二名1：15萬元整 ●第一名1：30萬元整 ●第二名1：15萬元整

●第三名1：10萬元整 ●入 圍1：5萬元整 ●第三名1：10萬元整 ●入 圍1：5萬元整

跨主題特別獎1名：15萬元整



報名方式

每人僅能參與一個團隊，每團隊僅可投稿一件

作品，請於徵件期間於報名表單報名。

徵件期間：即日起至2022年8月30日23:59前。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GZxrVnh7F2i3qVQQ6

聯絡信箱：imvaward@gmail.com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MV.ESG/

ESG科技創新推動聯盟網站

https://campaign.businessweekly.com.tw/bw/IMV-290

報名表單中需上傳資料：

• 團隊成員資料表(Excel)

• 提案企畫書(PDF)

• 介紹影音(至少1分鐘，影音上傳YouTube或

雲端，並提供開放權限之觀看連結)

•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PDF)

• 未滿20歲隊員則需另外繳交參賽同意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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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單中需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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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傳資料 說明 上傳檔案類型及名稱

團隊成員資料表 下載並依照指示填妥後上傳。
團隊名稱_團隊成員資料表

(Excel檔)

提案企畫書 須包含團隊簡介、提案摘要、提案內容。且需符合一個以上主題。
團隊名稱_提案企畫書

(PDF檔、100MB為限)

介紹影音連結

說明提案理念與構想，至少1分鐘。請上傳至YouTube或雲端，

前者請設定為公開或不公開並提供觀看連結；後者檔案格式為

MP4，分享連結權限請設為知道連結者皆可觀看。

團隊名稱_介紹影音

(上傳YouTube或提供雲端MP4)

著作權聲明

暨授權同意書
所有成員一人一份，合併成一個檔案上傳。

團隊名稱_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PDF檔)

未滿20歲

參賽同意書
未滿20歲成員一人一份，合併成一個檔案上傳。

團隊名稱_未滿20歲參賽同意書

(PDF檔)



提案企畫書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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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企畫內容 建議內容

團隊簡介 包含團隊名稱由來，以及各團隊成員姓名

提案摘要
簡述提案與農林漁牧創新、節能減碳創新等主題的關聯。

簡述提案符合I(創新性)、M(市場性)、V(環境永續價值)之主題精神。

提案內容 可參考初選評選原則，呈現提案內容與特色。



初選評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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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I - 創新性 Index M - 市場性 Index V - 價值性 Index E - 執行性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的創新程度。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能否滿足場域需求。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能否創造ESG價值。

參賽團隊之分工、經費

運用、發展構想等執行

規劃是否務實。



複選及決賽評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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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I - 創新性 Index M - 市場性 Index V - 價值性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的創新程度。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能否滿足場域需求。

整合初選階段的「執行性」，

提案內容在該場域的可行性。

提案內容或技術運用

能否創造ESG價值。



注意事項

著作權辦法

1. 提案作品構想須為參賽團隊（公司）成員原創，不得於其他媒體、活動已發表之作品，且必須遵守

著作權法相關之規定，若有違反情事，將取消得獎資格，由備取作品依序遞補。已領取獎項者，執

行小組有權追回獎項（包含獎金及獎狀）。如有違反情事，相關法律與賠償責任自負，概與主辦單

位無涉。

2. 每一參賽團隊（公司）均需簽署作品授權同意書，並於報名表單中上傳。

3. 得獎之提案構想其著作財產權仍屬原作者所有，而主辦單位無償擁有不限時間、次數及地域之重製、

改作、推廣應用、公開發表等權利。

4. 凡經決選獲選之提案構想，於此次活動以外之媒體刊載、或宣傳使用時，應事先取得主辦單位之書

面同意，並註明該提案曾經參加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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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般規範

1. 所有參賽資料及相關文件，概不退件，請自行留存備份。

2. 得獎團隊（公司）由隊長代表簽收獎金，各項獎金依所得稅法扣繳所得。

3. 參賽團隊（公司）對於評審之評審結果，完全同意並尊重，絕不提出任何異議或申訴。

4. 為維持得獎作品之水準，必要時得以調整或從缺。

5. 主辦單位或執行小組僅會以活動網站公告、電子郵件、電話三種方式通知活動訊息，請參賽者密切

注意本活動網站公告。

6. 本活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留此活動辦法之修改、變更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

活動網站。注意事項載明在本活動網頁中，參與本活動者於參加之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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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Ｇ科技創新推動聯盟

ESG科技創新推動聯盟 計畫執行小組 | 商周趙先生 02-25056789#5152 imvaward@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