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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大專校院機電創意實作競賽 

競賽簡章 

一、 競賽宗旨： 

財團法人臺中巿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大專校院師生運

用理論於實務，整合機電技術運用於產品創新，藉以培養具團隊合作精神之專業人

才，特舉辦本競賽活動。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中巿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巿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  

三、 競賽主題： 

促進產業應用與生活便利等相關之機電創意實作均可 

四、 參賽資格： 

國內大專校院之電機、機械、電子、資訊等相關科系學生，可跨校或跨系所

組隊參加，每隊學生人數 2~4名（含至多 1名研究生），指導教授 1~2名。 

五、 活動方式： 

1. 第一階段（初審）：作品企畫書之競賽審查 

2. 第二階段（決賽）：實體作品之實際演練評審 

3. 入圍決賽之隊伍，原則上由本會補助新台幣貳萬元之實體作品製作材料費或依

「作品企畫書」所列之製作預算由本會酌予追加核給（於入圍決賽通知函內註

明補助金額）。 

六、 參賽辦法： 

1. 報名： 

需填寫以下文件，並統一以 E-mail 繳交至競賽信箱：info@chengde.org.tw 

(1) 參賽同意書（附件一，網路報名暫以掃瞄電子檔繳交，決賽當日繳驗正

本及學生證影本）。 

(2) 作品企畫書電子檔（docx 及 pdf 格式），書寫格式請參酌教育部「2020全

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研究報告書之樣張格式。 

      參賽同意書可於競賽網址- http://www.chengde.org.tw 下載。 

主辦單位收到報名資料將於一週內回覆確認。 

mailto:info@chengde.org.tw
http://www.chengd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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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審：以作品企畫書審查為主，初審排名前 10 名進入決賽。 

3. 決賽： 

入圍決賽之隊伍需繳交以下文件及展示作品： 

(1) 作品製作材料費憑證核銷：每隊依入圍通知函內所註明補助金額範圍

內，檢具統一發票實報實銷。發票抬頭：財團法人臺中巿澄德科技教育

基金會，統編：85998357，須註明入帳銀行戶名及帳號。 

(2) 「作品之設計及製作成果報告書」電子檔（docx 及 pdf 格式）。 

(3) 實體作品展示海報（A0 尺寸）電子檔（主辦單位統一印製）。 

(4) 決賽當日之評審工作，請各決賽隊伍以實體作品展示解說及動態演練方

式配合之。 

七、 活動時程： 

1. 3 月 2 日公告簡章 

2. 5 月 22 日初選截止收件 

3. 6 月 15 日公告初審結果 

4. 10 月 30 日繳交決賽之「作品設計及製作報告書」電子檔（docx 及 pdf 格式） 

5. 11 月 20 日決賽（實體作品展示及動態演練審查） 

八、 評審辦法： 

1. 初審： 

(1) 作品企畫書競賽審查 

(2) 評分項目及比例：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企畫作品創新性 40% 

企畫作品可行性 30% 

企畫作品可應用性 20% 

作品企畫書完整性 10% 

合計 100% 

2. 決賽： 

(1) 實體作品展示、解說及動態實際演練，每隊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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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分項目及比例：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作品解說 15% 

作品創新性 35% 

作品產品化可行性 35% 

「作品設計及 

製作報告書」完整性 15% 

合計 100% 

九、 參賽注意事項： 

1. 參賽隊伍所有成員皆需簽署參賽同意書，並遵守本競賽簡章之各項規定及評

審結果，違反相關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2. 參加本競賽之成員名單經提報後不得變更，且須為全職學生或專任教職人員，

若有涉及其他公司權利義務之合約者不得參加。 

3. 參賽資料除實體作品外，均不予退件，請自行備份留存。 

4. 參加本競賽者，於決賽當日需繳「參賽同意書」正本（紙本）及參賽學生之

學生證影本。 

5. 作品規定： 

(1) 作品有重複參賽並曾獲獎之事蹟者，請說明本次參賽作品之差異性或優 

越性。 

(2) 決賽作品不得逾越初審企畫書所揭示構想、架構、功能及原理之合理範疇。 

(3) 決賽作品之實體體積或重量均需充份考量人力或無動力載具搬運之可行性。 

(4) 因決賽作品以動態演練展示為評分方式，故作品需具明確操作說明、安全 

注意事項及防護裝置。 

6. 填報之資料若查有不實者，本會可隨時取消其競賽資格並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

項、獎金及作品材料補助費用。 

7. 參加競賽或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

事實者，本會可隨時取消其競賽資格並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項、獎金及作品材

料補助費用。 

8. 智慧財產權： 

(1)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均歸屬於參賽者，但本會及經本會同意之捐贈者基

於研究或推廣（宣傳），仍享有相關資料之使用權利，包括相關文件、圖

面等技術資料且必要時參賽者應予充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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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賽作品，本會及經本會同意之捐贈者具有其智慧財產權之優先購買權，

費用由購買方與參賽者自行商議。 

(3) 競賽作品如涉及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侵害、糾紛與訴訟，有具體事實

或經法院判決屬實者，本會可隨時取消其競賽資格並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

項、獎金及作品材料補助費用，並由全體參賽人員負相關法律責任，概與

本會無關，本會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9. 本競賽所得獎金應依法令規定扣繳所得稅。 

10. 本簡章未竟事宜及其他狀況，概依本會相關會議決議行之。 

十、 獎勵方式： 

1. 冠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12 萬元，頒發獎牌 1 面、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2. 亞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頒發獎牌 1 面、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3. 季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8 萬元，頒發獎牌 1 面、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4. 優等 2 名：獎金新台幣 5 萬元，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5. 佳作 5 名：獎金新台幣 3 萬元，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十一、聯絡資訊： 

1.  聯絡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巿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 

2.  聯絡地址：台中巿大里區仁化路 158 號 5 樓 

3.  聯絡人：盧巧雲小姐 

4.  聯絡電話：(04) 24912379 

5.  聯絡時間：上班日 09:00～17:00 

6.  E-mail：info@chengd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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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臺中巿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 

2020大專校院機電創意實作競賽 

參賽同意書 

作品名稱  

隊伍名稱  

參賽團隊員額 指導老師   人；學生   人 

隊伍成員（教授 1~2 位，學生最多 4 位） 

姓 名 
職稱 

(註明指導老師
或學生) 

學校 科系所 連絡電話 E-mail 

      

      

      

      

      

      

聯絡代表人： 

本人確已詳閱競賽簡章之各項參賽規定及注意事項，並同意配合遵守之，簽名於下以茲證明。 

指導老師簽章：_______________      全體參賽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備 
 
註 

1.本參賽同意書除簽章處外，一律以電腦膳打。 

2.網路報名時暫以掃瞄電子檔繳交，決賽當日報到則須繳驗本份正本及學生證影本。 

 

編號：主辦單位編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