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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 

提案競賽 暨 賽前工作坊 

一、活動名稱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 

二、參賽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三、即日起開放報名 

1. 線上報名競賽：

https://forms.gle/6YmpSbUUsBapL1F38                     →報名競賽 

2. 線上報名賽前工作坊：

https://forms.gle/ijsUzUHMJLUXoHct8，依各場次報名截止日期不同，各場

次人數有限，額滿為止： 

● 台北場：即日起至 2020/07/25（星期六）為止 

● 台中場：即日起至 2020/08/14（星期五）為止 

● 高雄場：即日起至 2020/08/15（星期六）為止 

● 台東場：即日起至 2020/09/18（星期五）為止 

 

（報名工作坊） 

場次 日期 時間 工作坊地點 地址 

台北場 07/26 

（日） 

13：00～

16：30 

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 台北市大同區承

德路三段 287 號 

台中場 08/15 

（六） 

13：00～

16：3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館一樓 

智慧商店場域教室 (2106 室)  

台中市北區三民

路三段 129 號 

高雄場 08/16

（日） 

13：00～

16：30 

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綜合大樓二

樓互動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五

福三路 122 號 

台東場 09/19 

（六） 

13：00～

16：30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精勤校區 精

勤樓 1 樓教室 

臺東縣臺東市正

氣北路 889 號 

https://forms.gle/6YmpSbUUsBapL1F38
https://forms.gle/ijsUzUHMJLUXoH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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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競賽暨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2020/10/18（星期日）23：59 為止 

五、競賽作品評選日期 

2020/10/19（星期一）至 2020/10/21（星期三） 

六、競賽獲獎公佈日期 

2020/10/23（星期五）12：00 於粉絲專頁上公佈（粉絲專頁名稱：Tech 農！

科技創新工作坊，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echnon2019） 

七、相關單位 

●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前瞻新興科技東部區域推廣中心 

● 協辦單位：成大前瞻新興科技認知計畫辦公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產業學院、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 

● 執行單位：樂創媒體、雜媒體 Za.media 

八、活動背景與源起 

農業發展與糧食議題牽動國家產業命脈，同時也是全球重要經濟指標，臺灣從

普遍農業耕作轉型為小農產業模式，人力不足與規模化經營亦成為農業轉型之

難題，數位科技漸漸普及下，勢必須採取科技工具與媒介做為產業轉型之基

礎，如何結合新興科技並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成為產業創新的終南捷徑。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承接國教署補助前瞻基礎建設-普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新興

科技認知計畫，成立「東部區域推廣中心」。計畫以「新農業」為主軸，導入

感測技術（Sensing technology）、智慧機械裝置（Intelligent 

Machinery/Robot）、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等前瞻新興科技概念。概

念仍以產業為土壤、以創新為養份，為深根產業未來潛力。為解決當前國內農

業發展困境，本計畫將針對全國高中職學生辦理「【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以徵求全國科技農業之創新提案為導引，以

競賽為平台建構產官學未來之潛力智庫，並以培育下一代科技農業創新者為志

業！ 

為響應本次科技農業創新提案競賽，本計劃特於國內北部、中部、南部，以及

東部地區，分別各辦理「Tech 農！2020 科技創新工作坊」，邀請科技業界講

https://www.facebook.com/Technon2019


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競賽 

3 

 

師現場開講，除分享國內外科技農業相關案例、專業講師也將帶領與會者進行

提案實作，透過提案的方式，完善執行前的想法，為科技導入農業創新帶來一

波產業新機。 

九、活動宣傳簡述 

也許你還不知道我們每日生活的飲食，是如何取自於大自然的？但我相信你絕

對能體諒農漁業工作者的辛苦。你相信在未來幾年間，日常沉浸在數位科技的

你即將用科技改造世界！「科技農業」聽起來很有機會，只須確認過眼神，啟

動校園內博士 Tech 農的時空魔方，國家產業的未來需要你的創意提案！ 

十、競賽類別 

科技創新企劃提案競賽 

十一、參與方式 

即日起進行報名，歡迎參與工作坊、報名競賽提案的同時上傳提交完稿企劃書

與說明影片。大賽中心將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佈成績與獲獎名次，參賽證

明與獎項內容將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郵寄掛號寄出至所屬學校之指導老

師。 

十二、競賽流程與規則 

（一）歡迎報名參與工作坊： 

針對本次競賽，主辦單位將舉辦四場半日工作坊〈Tech 農！2020 科技創新工

作坊 -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ijsUzUHMJLUXoHct8〉，分別為 7/26 台

北場、8/15 台中場、8/16 高雄場，以及 9/19 台東場。 

邀請在校同學與老師，透過工作坊瞭解科技農業的趨勢與產業發展困境，將帶

領同學參與簡易設計思考工作坊，實作發想與概念落地之過程。工作坊因場地

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備註：未參與到工作坊之參賽團隊仍可參與競賽。 

（二）編制： 

參賽團隊以 3～5 人一組，每組團隊須有 1 名組長、1 名高中職教師為團隊指導

老師。團隊指導老師為賽事主要聯繫窗口。 

＊備註：獲獎時，應由團隊組長之法定代理人依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及方式領取

獎金，如違反領獎之規定者，視同放棄獎金請求權。 

（三）截止日期前報名競賽，並上傳企劃書與影片： 

參賽團隊須於截止時間 2020/10/18 前完前報名，並上傳 (1) 企劃書，並以 (2) 

https://forms.gle/ijsUzUHMJLUXoH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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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錄製 90 秒內的影音說明上傳於報名表單系統內。主辦單位會在報名暨收

件時間截止後關閉系統，以利評審後續上線評分。 

十三、評審遴選與評分項目 

（一）評審計五位，分別來自不同領域與專長，於收件截止後進行內容評審。 

姓名 單位 最高學歷 專業背景 

連俊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

管理系 

國立中央大學資

訊管理博士 

服務科學、電子

商務、企業電子

化 

賴盈勳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 

程學系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

程科學所博士 

物聯網嵌入式技

術、雲端運算暨

多媒體研究服務 

鄧宗聖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

系 副教授 鄧宗聖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新

聞學 博士 

創作學習、媒體

藝術與設計、大

眾科學與傳播、

環境教育 

張天恩 源鮮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業務經理  

國立成功大學 智慧農場管理、

自動化工程、大

數據收集、奈米

水處理 

蔡尚勳 經濟日報 科技產業組 記

者、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國立臺灣大學 圖

書資訊學 碩士 

創業管理、科技

時事、媒體行

銷、策略管理 

 

（二）總分 100 分，佔比分別為： 

● 創新概念：內容規劃與應用具市場創新性（25 分） 

● 應用可行性：科技應用於農業問題之改善與解決（20 分） 

● 企劃提案主題：提案符合台灣農業現有問題（15 分） 

● 科技應用比例：科技是否為農業問題之解決方案本體（15 分） 

● 影片說明：於 90 秒影片內清楚以口頭說明企劃內容梗要（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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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成本：科技農業創新成本控制得宜（5 分） 

● 企劃書體例：企劃書體例撰寫完整（5 分） 

（三）評分過程如遇總分同分，五位評審將召開評審會議進行名次調整事宜。 

十四、參賽獎勵 

（一）本競賽依據總分自最高分取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8,000 元、第三

名 6,000 元各一名，依據參賽表現再取 5 名佳作 2,000 元。 

（二）參賽團隊亦可獲得參賽證明。 

（三）本競賽前三名總分均須超過 70 分成績，如未達及格成績將予以從缺。 

十五、科技創新工作坊 

07/26（日）【台北場】 

時間 主題 講者 

13：00～13：30 報到、交流 工作人員 

13：30～13：40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

技農業提案競賽》參賽辦法與賽制說明 

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蔡尚勳 

13：40～14：00 【VR 體驗】一日科技農夫 

14：00～15：00 【工作坊】科技創新產業應用提案實作 

15：00～15：10 中場休息 工作人員 

15：10～16：10 智慧農業的無限可能 源鮮智慧農場 資深業

務經理 張天恩(Perry) 

16：10～16：30 QA 提問講座 / 會後交流 講師 / 工作人員 

地點：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  /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87 號 

 

08/15（六）【台中場】 

時間 主題 講者 

13：00～13：30 報到、交流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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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40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

技農業提案競賽》參賽辦法與賽制說明 

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蔡尚勳 

13：40～14：00 【VR 體驗】一日科技農夫 

14：00～14：10 中場休息 工作人員 

14：10～14：20 臺中科大智慧場域簡介 臺中科大選才辦公室/ 

優化技職計畫辦公室 

14：20～16：20 【工作坊】科技創新產業應用提案實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

訊管理系 副教授  連俊

瑋博士 

16：20～16：30 QA 提問 / 會後交流 講師 / 工作人員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館一樓 智慧商店場域教室 (2106 室)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08/16（日）【高雄場】 

時間 主題 講者 

13：00～13：30 報到、交流 工作人員 

13：30～13：40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

技農業提案競賽》參賽辦法與賽制說明 

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蔡尚勳 

13：40～14：00 【VR 體驗】一日科技農夫 

14：00～15：00 【工作坊】科技創新產業應用提案實作 

15：00～15：10 中場休息 工作人員 

15：10～16：10 智慧農業的無限可能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

播學系 副教授 鄧宗聖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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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QA 提問講座 / 會後交流 講師 / 工作人員 

地點：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綜合大樓二樓互動教室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22 號 

 

09/19（六）【台東場】 

時間 主題 講者 

13：00～13：30 報到、交流 工作人員 

13：30～13：40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

技農業提案競賽》參賽辦法與賽制說明 

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蔡尚勳 

13：40～14：00 【VR 體驗】一日科技農夫 

14：00～14：10 中場休息 工作人員 

14：10～16：10 【工作坊】科技創新應用暨提案實作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

程學系 助理教授 

賴盈勳 

16：10～16：30 QA 提問講座 / 會後交流 講師 / 工作人員 

地點：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精勤校區 精勤樓 1 樓教室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正氣北路 889 號 
 

 

十五、聯絡窗口 

第二屆《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暨工作坊》執行單位 

樂創媒體 專案經理 洪櫻玲  

0933-867-256 / yingling523@gmail.com 

  

mailto:yingling5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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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企劃書範例 

● 上傳檔案包含：企劃書一份（須為 PDF 檔格式，10 MB 以內）、90 秒內影音

說明一份（須為影片格式，100 MB 以內）。 

● 字型統一以作業系統之「微軟正黑體」為標準字型，標題包含大標請以 14 字

級、內文請以 12 級撰寫。 

● 請簡明扼要針對科技農業與創新，依照大綱進行撰寫，企劃書總頁數不得超過

10 頁。 

● 毋須另行設計企劃書封面。 

--------------------------------------------------------------------------------------- 

（企劃書 - 封面書寫如下） 

 

企劃名稱：XXXXX 

應用科技：XXXXX、XXXXXX 

學校名稱 / 科系 / 年級班別：XXXX 

指導老師：XXX 

團隊成員：XXX、XXX、XXX 

--------------------------------------------------------------------------------------- 

（企劃書 - 內頁書寫大綱如下） 

 

一、前言：我們與農業發展的關係 

二、對象：我們看見的農業問題與挑戰 

三、創新：提出農業創新概念與做法 

四、科技：實踐創新的科技應用描述與具體可行性 

五、效益：企劃導入後的產業預期效益 

六、總結：世界如何因我們行動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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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單：參賽切結書 

《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 參賽切結書 

本團隊為參加「Tech 農！2020 全國高中職科技農業提案競賽」(以下稱本競賽)，同

意擔保下列事項，以作為取得參賽資格之依據： 

一、本團隊詳讀競賽須知後同意其內容，願依相關規定參賽，參賽內容及參賽過程如

有剽竊、抄襲、冒名頂替、其他不法之情事或違反本競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主辦單

位得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亦同意繳回獲得之獎品及獎狀，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行為，將由本團隊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概與主辦

及執行單位無關。 

二、 本團隊同意配合主辦單位推廣、宣傳需要，無償提供參賽作品相關資料（企劃書

及說明影片)、接受採訪、活動攝影、影片剪輯等作為競賽專輯、宣傳影片於國內、外

非營利使用，促進資訊創意發想交流。 

三、本團隊同意本競賽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

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四、本團隊同意實際得獎名額由評審會議視參賽者企劃提案內容水準議定，必要時得

以「從缺」或「增減名額」辦理。 

五、本團隊參賽者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參賽前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獲獎

時，應由團隊組長之法定代理人依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及方式領取獎金，如違反領獎之

規定者，視同放棄獎金請求權。如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於

知悉後，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選或得獎資格。 

六、主辦單位保留所有比賽辦法之異動權利，若有任何異動，以本活動粉絲專頁公告

為準，不另行通知。此致 

●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東區新興科技推廣中心 

● 協辦單位：成大前瞻新興科技認知計畫辦公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產業學院、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 

● 執行單位：樂創媒體、雜媒體 Za.media 

 

團隊全員同意並已閱讀參賽切結書 □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