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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 

創新競賽計畫書 

一、 活動名稱：2021 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創新創意創業競賽 

二、 活動目的： 

在創新與創意之研發或活動深深影響產業發展的時代，創新

活動已是企業不可或缺之重要考量之一，無論在實體或網路電子

商務的經營，均需要發揮創新與創意才能達到成功。因此，為了

提升企業經營的創新層面，透過產品創新與創意活動的發想，配

合創意行銷模式的導入，將創新創意與企業經營模式相互連結，

達成經營績效的提升，及新企業創業模式的成功。 

為提升師生的實務操作能力並同時具備創意與創新能力，藉

由競賽活動的舉辦，可為企業發掘培育優秀人才，增進團隊合作

能力，縮短學用落差，達成學以致用的目的。 

三、 主辦單位：中華科技大學 研發處  

四、 協辦單位：中華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中華科技大學 健康科技學院 

五、 競賽規劃與形式： 

本三創競賽依據專業特色區分二個子計畫:商管學院子計畫包括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電子群、海事群、土建群、設計群、

幼保類、商設類、資管類、餐旅群、商業與管理群；健康科技學

院子計畫包括衛生護理類、農業群、食品群、餐旅群、商業與管

理群、家政群。 

 

(一) 競賽主題 

商管學院：本競賽參賽作品，可以針對但不限以下主題範圍—工

程相關與生活應用等相關課題進行創新研發、管理、創意企劃、

工業品或商品與服務設計、廣告設計、行銷推廣、市場開發與營

運等成果展示，創造出更豐富的創新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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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學院：本競賽參賽作品，可以針對但不限以下主題範圍

—生物科技、化妝品美容、幼兒保育、銀髮養生、保健食品、食

品加工、烘焙實務、在地飲食、健康餐飲、生活應用等相關課題

進行創意企劃、商品與服務設計、廣告設計、行銷推廣、市場開

發與營運等成果展示。希望學生能盡情發揮想法，結合團隊精神，

創造出更豐富的專題作品。 

 

(二) 實施方式： 

商管學院： 

初賽： 

本競賽每位學生僅限報名一件作品(繳交 PPT 檔案，內含創

新研發作品或服務流程，其他類型檔案恕不接受)，且須依

規定繳交資料、如違反上述規定將取消資格。 

決賽： 

決賽視疫情狀況採現場報告或線上報告(公布於校網頁) 

參賽作品之組員及指導老師皆須屬於同一學校，指導老師

最多 2 名，且須為該校編制內或代理代課教師。 

健康科技學院： 

1.本競賽每位學生僅限報名一件作品，專題製作成果或作

品得以自製影片、PPT 簡報等方式呈現，參賽同學須依

規定繳交資料、如違反上述規定將取消資格。 

2.參賽作品之組員及指導老師皆須屬於同一學校，指導老

師最多 2 名，且須為該校編制內或代理代課教師。 

 

(三) 評審方式與標準： 

商管學院： 

由評審委員依 PPT 及現場實體審查結果，評定得獎名次。 

健康科技學院： 

由評審委員依現場實體審查結果，評定得獎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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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獎勵方式： 

商管學院： 

高中組： 

冠軍 1 隊：獎金 7,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亞軍 2 隊：獎金 4,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季軍 3 隊：獎金 3,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殿軍 3 隊：獎金 2,000元，每隊頒發獎狀 1張。 

佳作獎 10 隊：每 1 隊獎金 1,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大專院校組： 

         冠軍 1 隊：獎金 6,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亞軍 1 隊：獎金 4,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季軍 3 隊：獎金 3,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殿軍 3 隊：獎金 2,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佳作獎 10 隊：每 1 隊獎金 1,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健康科技學院： 

高中組： 

特優 3 名：獎金 6,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優等 6 名：獎金 4,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佳作若干名：獎金 2,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大專院校組： 

特優 1 名：獎金 3,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優等 2 名：獎金 2,000 元，頒發獎狀 1 張。 

佳作若干名：獎金 1,000 元，每隊頒發獎狀 1 張。 

 

(五) 報名方式：採 google 表單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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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 

Google 表單網址： 

https://reurl.cc/Q6jZLb 

請將報名資料（附件一、附件二）連同參賽 PPT合併為同

一份 PDF檔案，檔案名稱統一為：隊伍名稱_xx大學/xx高

中.pdf) 

連 絡 人：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 吳崇仁主任  

電子郵件：momo1965@cc.cust.edu.tw 

連絡電話：(02) 2782-1862 轉 276 

健康學院 

報名方式：採 e-mail 或郵寄方式。 

收件地址：11581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 號 

收 件 人：中華科技大學健康科技學院 

連 絡 人：鄭秋玉老師 電子郵件：cycheng@cc.cust.edu.tw  

          黃秀如老師 電子郵件：hsru@cc.cust.edu.tw  

連絡電話：(02) 2782-1862 轉 294 

六、 重要時程： 

 

 

 

 

 

 

 

日期 重要時程 

2021/10/12 初賽作品開始收件 

2021/10/22(商管學院) 

2021/10/26(健康科技學院) 

初賽作品收件截止 

（以郵戳日期為憑） 

2021/11/06(商管學院) 

2021/11/04(健康科技學院) 
初賽合格者由各院公布於校網頁 

2021/11/13 總決賽及頒獎 

https://reurl.cc/Q6jZLb
mailto:momo1965@cc.cust.edu.tw
mailto:cycheng@cc.cust.edu.tw
mailto:hsru@cc.c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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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事項 

* 本活動之相關活動訊息，將公布在本校網站，本計畫書內所

列之競賽重要時程，若有變動一律以網站上公布之訊息為

準。 

* 參賽作品如涉有抄襲或侵犯智慧財產權者，經認定屬實，一

律取消參賽資格，已獲獎者追回頒發之獎項，並由參賽團隊

自負法律責任。  

* 主辦單位得自由免費運用參賽作品之實物、照片(含幻燈片)、

說明文字及電子檔等相關資料，作為展覽、宣傳、攝影或出版

等用途。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正及決定權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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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創新競賽 
（請推薦學校承辦單位於本表下方蓋章）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確認資料 

□附件一（報名表） 

□附件二（切結書） 

□PPT（專題製作作品）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組員 1  班級  學號  

組員 2  班級  學號  

組員 3  班級  學號  

組員 4  班級  學號  

組員 5  班級  學號  

組員 6  班級  學號  

連絡人 

指導老師 (僅一位教師代表即可) 

電話  手機  

e-mail  

學生代表 組長 

電話  手機  

e-mail  

指導老師 

簽章 

（指導老師一人代表簽名即可) 

科主任 

簽章 

 

                         推薦學校承辦單位蓋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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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 

創新競賽切結書 
 

專題名稱：                                         

校名(全銜)：                                       

立切結書人為參加2021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創新競賽

活動之參賽著作人，茲切結事項如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取

消參賽或獲獎資格。 

1.本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且查證屬實者。 

2.違反本競賽活動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者。 

 

此致 

   中華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 
(由指導老師一人代表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