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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意企劃競賽 

壹、 主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USR Hub-數位翻轉山城-虛實整合網路行銷計畫 

貳、 執行單位：中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管理系) 

 

參、 計畫內容 

一、 活動名稱 

2021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意企劃競賽 

二、 活動目的 

    為培養高中職學生應用所學，增強實務操作能力，實踐產品及經營管理的創新

創意，俾提升未來職場創業能力，特舉辦本創意創新企劃競賽；並藉由優秀企劃案

的發表會，促使教師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可經由參與競賽機會傳授給學生，更希

望激發學生創新與創意發想，強化企劃力以提昇職場競爭力，並訓練系統思考能力。 

三、 參加對象 

全國高中職在學學生。 

四、 活動時間 

(一) 初賽： 

1. 報名及收件日：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30 日(五)中午 12:00 止。 

2. 結果公告日：110 年 5月 5日(三)於本系網頁公布書面審查結果及決賽議程表。 

(二) 決賽：110年 5月 14日(五) 13:00-16:30。 

五、 活動地點 

決賽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天機大樓 6樓 2620、2622教室 

六、 程序安排 

(一) 報名資格與決賽競賽方式 

1. 參賽對象：全國高中職之在學學生。 

2. 競賽主題：創新創意企劃競賽。 

3. 競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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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隊指導老師至多 2人，學生至多 6人，隊員限報名學校之在學學生。 

(2)參賽團隊需將作品成果製作成 PPT 檔案及填寫報名表、切結授權書(如附件

一、二 )，並請於 110 年 4 月 30 日（五）中午 12:00 前 e-mail 至

2021ctust@gmail.com 信箱，逾期與不符合格式之報名表或 PPT 檔案，恕不予

受理，視同放棄參賽。 

(3)進入決賽隊伍作品如需修改於 110年 5月 10日（一） 23：59前 e-mail 至 2021 

ctust@gmail.com 信箱，逾期 PPT 檔案，恕不予受理，決賽 PPT 當天由主辦

單位提供，不得再修改以資公平。 

4. 收件方式： 

(1)參賽簡報 PPT 檔名為：「參賽團隊之學校系別班級＋報告名稱」（檔名範例：

「OO高中/高職 OO三甲+熱樂包」）。 

(2)PPT 檔內容首頁須註明：參賽團隊之學校＋科別＋企劃名稱＋指導老師姓名

＋隊員班級＋姓名。 

※報名團隊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如附件二)。 

(二) 公告初賽結果與決賽競賽方式 

1. 初賽晉級公告方式與時間：110 年 5 月 5 日(三) 於中臺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網

頁公布書面審查結果，總共錄取 8隊參加決賽。 

2. 決賽時間：110 年 5月 14日(五)  13:00-16:30。。 

3. 決賽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天機大樓 6樓 2620及 2622教室。 

4. 決賽競賽方式：決賽各隊簡報時間 10分鐘，按鈴強制結束。 

(三) 評審標準 

比賽評分項目及百分比詳如下表： 

競賽類別 評分項目 佔比 

初賽 

書面審查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40% 

架構完整、連貫清晰 30% 

具創見性、貢獻度佳 30% 

決賽 

簡報表現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30% 

架構完整、連貫清晰 20% 

具創見性、貢獻度佳 20% 

簡報現場團隊表現 30% 

(四) 獎勵方式 

1.依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6,000元禮券） 

mailto:2021ctust@gmail.com
mailto:2021%20ctust@gmail.com
mailto:2021%20ctu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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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4,000元禮券） 

（3）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元禮券） 

（4）決賽佳作 5 隊（全隊獎金 1,000元禮券） 

（5）獲得上述獎項之隊伍每隊頒發獎狀乙只。 

(五) 重要日程表 

日程 流程項目 內容說明 

即日起至 110年 4 月

30日(五)中午 12:00 

止。 

報名 報名方式 

1. google表單連結報名 

https://forms.gle/sizijCRLnD1th4tT9 

 

110年即日起至110

年4月30日(星期五)。 

 

繳交參賽文件 1. 繳交時間以上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 應 email 之資料: 

參賽隊伍資料表(附件一)、企劃 PPT電子檔

及同意著作授權書(附件二)共計 3項，請

email 至 2021ctust@gmail.com 來信標題:中

臺盃高中職競賽-學校名稱-隊伍名稱。 

 

※授權書需簽名後再掃描成電子檔或郵寄

紙本皆可，紙本資料請寄到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收 

110年 5月 5日(三) 初賽晉級公告 初賽晉級審查結果公布 

審查結果公布時間：110年5月5日(星期三) 公

布於中臺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原國際企業系)

綱頁 

http://ibd.ct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110年 5月 10日（一） 

23：59前 

入圍決賽隊伍 

繳交資料 
進入決賽隊伍作品如需修改於 110年 5月 10

日（一） 23：59前 e-mail 至 

2021ctust@gmail.com 信箱，逾期 PPT檔案，

恕不予受理，決賽 PPT當天由主辦單位提供，

不得再修改以資公平。 

 

105年 5月 14日(五) 決賽時間 決賽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天機大樓 6樓 2620

及 2622 教室 

 

(六) 注意事項 

https://forms.gle/sizijCRLnD1th4tT9
http://ibd.ct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mailto:2021ctu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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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競賽或入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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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2.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

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 參加決賽之作品，由承辦單位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之所有文件不退回，

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4. 未親自參加決賽口頭簡報之隊伍視同棄權。 

5.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七) 活動聯絡人 

中臺科技大學國企系 陳小姐，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7263； 

e-mail：r0104 @ctust.edu.tw。 

 

(八) 中臺交通資訊：  

校址：406053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Address：No.666, Buzih Road, Bei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406053, Taiwan (R.O.C.) 

TEL：(04)22391647 

 

 

 

mailto:r0104@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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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行開車者：(74 號快速道路已全面通車，到本校快速方便，敬請多加利用) 

路

線

A 

 

國道 1 號  中清/大雅交流道(174K) (★從北部，東部來校，推薦路線) 

往台中方向→環中路左轉→行駛內側車道銜接「崇德」閘道上 74 快

速道路→松竹路閘道下銜接環中東路→松竹路左轉→東山路左轉→大坑圓

環右轉直行→  7-11 廍子路右轉→  中臺科技大學 

路

線

B 

國道 3 號  霧峰交流道(211K) (★從南部來校，推薦路線) 

接 74快速道路→往太平方向→太原路匣道下→太原路右轉→

7-11 廍子路左轉→中臺科技大學 

路

線

C 

國道 1 號  台中/中港交流道(178K) 

往台中方向→台灣大道(中港路)→長榮桂冠酒店(左側)→太原路左轉→(行

駛約 8. 2 公里) 7-11 廍子路左轉→ 中臺科技大學 

 



6 

 

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者：  

 

台中烏日站下車→台鐵新烏日站轉乘電聯車(北上)→太原火車站下車→東光路出

口→轉乘   巨業 68、中台灣 

20 路公車、統聯客運 85 路 →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站下車→台中火車站→轉乘中台灣 1 路（直達中臺科技大學校園）、台中客

運 15 路，  中台灣 20 路公車 

（中臺科技大學站下車後步行入校）→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站下車→台中火車站 (復興路口)→轉乘豐原 51 路（中臺科技大學站下車後步

行入校）→中臺科技大學 

 

◎直達中臺科技大學(校區)站： 

【中台灣客運】1 路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中臺科技大學 (查看路線圖) 

【四方公司】68 路 鹿寮國中/坪頂－太原火車站－中臺科技大學   

【四方公司】922 路 北屯區行政大樓－捷運北屯總站－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捷運綠線→捷運北屯總站→出口 2→ 轉乘  四方 922 路（直達中臺

科技大學校園） 

  

 

http://www.ctust.edu.tw/var/file/0/1000/img/42/827741611.jpg
http://www.ctust.edu.tw/var/file/0/1000/img/42/904932225.jpg
https://www.ctust.edu.tw/var/file/0/1000/img/1/36840661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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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意企劃競賽 

參賽隊伍資料表 
 

作品名稱  

學    校  

科    系 姓名 E-Mail 手機 團隊資料 

    
□ 指導老師 
 

    
□ 指導老師 
 

    
□ 隊長 
 

    
□ 隊員 
 

    
□ 隊員 
 

    
□ 隊員 
 

    
□ 隊員 
 

    
□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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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意企劃競賽切結授權書 

一、 簽署人因參加「2021 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意企劃競賽」活動，為確保活動之公

平性，茲簽定本切結授權書，以昭公信。 

二、 簽署人已詳閱「2021 中臺盃全國高中職創新創意企劃競賽」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內

容，保證各項報名表資料所具之內容及提供之資料均正確無誤，願意配合競賽之相

關活動，包含成果展示活動；並保證參賽計畫書絕無抄襲等不法行為，如有不法行

為，將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被取消比賽及得獎資格，無條件歸還所領取之獎金及

獎狀。 

三、 簽署人同意參與競賽活動而提供之競賽資料內容，如計畫書、簡報、影片及個人資

料等，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公開使用於推廣活動及創業教育等用途並可將其內容作數

位化、展覽及編輯出版等形式之保存及轉載。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簽署人仍擁有

授權之著作權，也仍保有將本所有內容作其他任何用途之權力。 

簽署人：(全部著作權人及指導教師均須親筆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