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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宗旨 

  為擴大推動太陽光電政策，提供太陽光電應用優良案例示範與金

融業創新金融模式，帶動國內系統設置使用意願，特舉辦「第十屆優

良太陽光電系統光鐸獎」，將透過公平公正的審查機制來評選優質的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金融服務業，藉此優化國內太陽光電設置環境，

強化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力。 

 

二、主辦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主辦，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及台灣

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共同協辦，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光電科技工

業協進會共同執行，另邀請太陽光電、金融領域之學者專家參與評審

作業。 

 

三、參選類別 

(一) 參選類別為以下四類(如下表)，每類取 2名，獎項由評審委員會視

參選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減少名額」或「增加名額」辦

理。 

(二) 具有特殊設計與推廣效益者，經評審委員會多數通過，得增列特

殊表揚獎項。 

(三) 參選案件入圍複審者，並經評審委員會多數通過遴選，得列予優

選獎座，以資鼓勵。 

 

獎項分類 項目說明 

優良金融服務獎 

具備推展太陽光電融資服務的金融服

務相關產業(包含本國之金融控股公

司、銀行、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

社、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外國銀行

在台分行或子行及租賃業等)。 

優良屋頂型系統獎 系統併聯運轉已超過一年以上之系統 

優良地面型系統獎 系統併聯運轉已超過一年以上之系統 

優良一地多用獎 系統併聯運轉已超過一年以上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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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選資格 

(一) 優良金融服務獎:為金融服務相關產業(包含本國之金融控股公

司、銀行、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或子行及租賃業等)。 

(二) 優良屋頂型系統獎:為取得本局同意備案或補助之屋頂型案件，且

系統併聯運轉發電已達一年以上之系統，案件申請人為國內設備

登記申請人，過去曾獲光鐸獎之案場不得再度參選。 

(三) 優良一地多用獎:地面型案件類型為漁電共生、風雨球場、停車場、

水庫、圳路，且系統併聯運轉發電已達一年以上之系統，案件申

請人為國內設備登記申請人，過去曾獲光鐸獎之案場不得再度參

選。 

(四) 優良地面型系統獎:非前述之地面型案件類型，且系統併聯運轉發

電已達一年以上之系統，案件申請人為國內設備登記申請人，過

去曾獲光鐸獎之案場不得再度參選。 

 

五、參選時程 

(一) 112 年 04月 21日   報名截止 

(二) 112 年 04月 28日  補件截止 

 

六、審查標準 

優良金融服務獎，獎項審查標準如下所述： 

評比項目 說明 
權重占比

(%)  

A.太陽光電融資現況 太陽光電融資發展歷程與實績說明 40% 
B.多元融資模式與策略 融資模式、流程與策略說明 30% 

C.專業團隊與人力 
專責團隊與人才培訓、內控及審核

機制說明 
15% 

D.社會企業責任與綠色金融宣導 
投入社會企業責任、綠色金融宣

導、教育及推廣作法說明 
15% 

總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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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屋頂型系統獎、優良地面型系統獎，獎項審查標準如下所述： 

評比項目 說明 
權重占比

(%)  

A.系統結構與配置 系統整體性設計、安全，請提出細部說明 25% 

B.系統發電情形 提供歷年發電數據(至少一年以上) 35% 

C.系統維護情形 提出過去與未來維運計畫書 30% 

D.應用宣導說明 說明太陽光電系統宣導效應 10% 

總   計   100% 

 

優良一地多用獎，獎項審查標準如下所述： 

 

 

 

評比項目 說明 權重占比(%)  

A.系統結構與配置 
系統整體性設計、安全，請提出細部說

明 
20% 

B.系統發電與維運情形 提供歷年發電數據及維運資料 20% 

C.系統施工品質說明 系統施工工法之說明 10% 

D.多元應用及環境效益 
說明兼顧環境生態或空間多元利用之作

法 
25% 

E.政策宣導及地方合作 
說明系統與政策推動之關聯性及相關推

廣活動事跡 
25% 

總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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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作業 

 

(一) 評審委員會：本局邀請太陽光電、金融領域之專家及學者參與評

審作業。 

(二) 評審程序：申請人報名後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判斷是否合乎參選

資格。評選分初審、複審兩階段，其中參加優良金融服務獎並進

入複審的案件，總得分計算方式為初審及複審分數分別佔 30%及

70%。 

1. 初  審： 

(1) 參選資格之審定(詳見申請文件表)。 

(2) 根據書面資料，評算分數。 

(3) 決定複審名單。 

2. 複  審： 

(1) 須進行該參選案件簡報。 

(2) 除優良金融服務獎之外，評審委員得視審查需要，委由執行單

位進行實地查證作業。 

(3) 根據送審書面資料、複審簡報，進行複選評分。 

(4) 辦理複審委員會議，評選得獎者。 

八、報名須知 

 

(一) 報名截止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21日(星期五)下午五點。 

(二) 受理窗口： 

  有關本活動之報名與諮詢，請洽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第十屆優

良太陽光電系統光鐸獎」陳小姐。 

E - m a i l： stephy@mail.pida.org.tw 

電  話： (02)2396-7780(ext.860、861) 

傳  真： (02)2396-8513 

地  址： 台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 號 5樓 

網  址： http://www.topsolar.org.tw/ 

   「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何小姐。 

E - m a i l： wsho730@itri.org.tw 

電  話： (06)3636855 

mailto:stephy@mail.pi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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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繳交資料 

請報名之申請者依參選辦法之規定報名，詳細填寫參選資料表之

各項表格紙本 1 份，附件內容提供電子檔即可；並請繳交資料光

碟片兩份(含報名表及各類附件之電子檔)，請以 A4 規格、12級字

為準（中文：標楷體、英文：Arial）。 

(四) 收件方式 

請將申請資料(報名表及其他附件資料皆須提供電子檔，另報名表

須再額外列印紙本一份，附件資料提供電子檔即可)，於 112年 04

月 21 日(含)以前(郵戳為憑)掛號郵寄－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第十

屆優良太陽光電系統光鐸獎評選工作小組」(收件地址：10093 台

北市羅斯褔路二段 9 號 5 樓) 陳小姐。 

 

九、參選之義務 

  

(一) 參選廠商之義務： 

1. 進入複選之申請案件，需於審查委員會進行簡報。 

2. 除優良金融服務獎外，其餘獎項進入複選之申請案場，視審查

需要，須配合執行單位進行實地查證，查證結果僅供評審委員

會參考，不對外公開。 

(二) 得獎者之義務： 

1. 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所安排之推廣、宣導、參訪。  

2. 除優良金融服務獎外，為彰顯該示範系統之優異發電與維運特

性，須協助取得該案場之即時日射量、即時發電資料(依台電提

供之數據證明)及維運記錄給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  

如未盡上列義務，主辦單位可視情形撤銷得獎者之獎項、獎座及相

關獎勵。 

 

十、得獎宣傳 

 

(一) 頒獎表揚：得獎者(不含優選獎項)將於當年度能源局舉辦或參加的

宣導活動擇一(由主辦單位決定)開幕時，由主辦單位公開頒贈獎

座，其中優良屋頂型系統獎、優良地面型系統獎、優良一地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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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得獎者可額外獲得 2 萬元獎金。 

(二) 專區展示：於當年度能源局舉辦或參加的宣導活動擇一(由主辦單

位決定)，在展覽專區內以海報或文宣品展示得獎系統。 

(三) 宣導影片：將拍攝影片，放於網站宣導。 

(四) 網頁宣傳：得獎作品將放在活動網頁宣傳。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報名資料補件，需於收件截止後一週內完成，逾時者將不受理補

件。 

(二) 所有參選廠商，必須本諸誠信原則提供確切資料，若有捏造不實

情事者，主辦單位可隨時取消該廠商之參選資格及相關獎勵(獎

座、獎金等)。 

(三) 除優良金融服務獎外，參選案件需提供歷年的發電數據，依據台

電提供的發電數據資料、工研院管考之數據(設備補助案)或其它可

供證明之發電數據。發電數據的評分標準，將與該系統所處縣市

之平均日照量或發電量來相比。若可提供該系統運轉歷年全部發

電數據，將給予加分。為擴大競賽區域範圍，發電數據的性能評

分標準，將與該系統所處縣市之平均日照量或發電量來相比。 

(四) 凡報名參選之申請者，必須配合主辦單位之安排，協助相關評審

及表揚之準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