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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職地有生-技職校院地方創生企劃競賽 

109.5.29 

壹、辦理目的 

鼓勵北區技職校院師生，共同參與地方創生工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讓學

生透過「人、地、產」的互動過程培養創新思考能力並找回地方感，亦提供地方

業者結合在地特色與人文風情、因地制宜的商業模式，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故舉

辦地方創生企劃競賽，引領學生發現地方特色、喚起對地方的關懷，激發學生對

地方產業營造的想像、思考及創造力，進而養成地方創生精神。 

貳、辦理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北二區精進技職教育課程分組計畫) 

參、參賽資格與隊伍組成 

一、每組團隊須邀請 1 位北區(北北基桃竹苗宜，下同)技職校院老師參與指導。 

二、可另請地方顧問一名，須與企劃主題相關，可向主辦單位申請諮詢費 1-3 次，

依報名隊數統計後，另行通知。 

三、參賽隊伍人數限為 2 至 4 人，可跨校組隊，惟全員須為北區技職校院在學生

(可為應屆畢業生，但不可超過全隊人數二分之一)且每人限參與 1 隊。 

四、設隊長 1 名做為團隊與主辦單位聯繫窗口，導師與隊長須加入競賽群組。 

五、基於比賽公平原則，不得抽換或更改隊員名單。 

六、每隊須至少設定一個提案對象(如地方組織或業者)。 

肆、參賽組別與競賽獎金 

一、技高組：包含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

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技專組：包含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組別 名次 獎金 

技高組 第一名 30,000 

第二名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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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10,000 

佳作 5,000 

網路人氣獎 3,000 

技專組 第一名 30,000 

第二名 20,000 

第三名 10,000 

佳作 5,000 

網路人氣獎 3,000 

參賽隊伍皆可參加抽獎活動 參加獎 精美禮品 

伍、審查方式與評分標準 

報名隊伍導師須參加主辦單位暑期開設之教師工作坊，初審為書面審查，每

組各篩選至多 5 隊進入決賽，入圍隊伍隊長須參加本單位所辦之學生工作坊，並

上傳宣傳短片供觀眾票選，晉級決賽隊伍於決賽當日繳交簡報資料電子檔，向評

審團進行線上簡報及答辯，最後由評審團召開決賽會議決定獲獎隊伍。 

階段 技高組 技專組 

初審 

(50%) 

企劃完整性 30% 

概念創新性 30% 

市場發展性 40% 

企劃完整性 30% 

概念創新性 30% 

社會貢獻度 20% 

具體可行性 20% 

複審 

(50%) 

簡報內容 40% 

簡報技巧 40% 

即時問答反應 20% 

簡報內容 40% 

簡報技巧 40% 

即時問答反應 20% 

陸、報名與繳件方式 

一、線上報名 

請至 https://forms.gle/qDsvqoMPQF67SwdaA 填寫報名表單，同時上

傳完成簽署之報名表。 

二、報名表 

https://forms.gle/qDsvqoMPQF67SwdaA


3 
 

請填寫簡章後附表(附件一)，隊員完成簽署後請掃描為 PDF 檔，未滿 20

歲須另填寫「參賽同意書」(附件二)。 

三、文件格式 

(一)企劃書 

內文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繁體中文書寫，自左向右以 A4 規格直式

橫寫。字體使用中文標楷體、英文及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

級、單行間距、編輯頁碼、紙張 A4 大小，以 10 頁為限(不包括封面、摘要、

目錄、附件) 。 

內容應包括「封面」、「摘要」、「目錄」、「本文」，本文無指定格式，但至少

須包含以下內容： 

1.主題及設定對象背景概述 

2.預期效益及目標 

3.產品/服務特色與理念 

4.市場分析與商業模式 

5.財務規劃與團隊分工說明 

6.設定對象反饋 

7.附錄：參考文獻來源 

請於繳交截止日前於以下網址填寫表單並上傳完整企劃書：

https://forms.gle/fAaoiFt3VbEQmkUm8。 

(二)提案簡報： 

1.簡報時間7分鐘，3分鐘評審問答。(時間暫定，將依競賽隊伍組數調

整)。 

2.簡報封面請註明「職地有生-技職校院地方創生企劃競賽」、企劃名稱、

組員姓名、簡報人姓名等。 

3.提案形式不拘但須配合報告時間。 

4.主辦單位提供筆記型電腦、投影機、投影幕、簡報筆，其他均由參賽者

自備。若有設定動畫或特殊設定的簡報內容，請自行準備筆記型電腦，以

https://forms.gle/fAaoiFt3VbEQmkU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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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VGA或HDMI轉接頭，避免無法準確呈現提案內容。 

詳細內容請參考活動官網公告： 

https://sites.google.com/mail.ntut.edu.tw/0706/%E9%A6%96%E9%A

0%81。 

柒、競賽時程 

競 賽 階 段 日期 注意事項 

報名時間 109/7/6 

截止 

請確認報名資料正確，並將報名表確實上

傳。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qDsvqoMPQF67SwdaA 

教師工作坊 109/8/5 

(暫定) 

邀請產訓學研專家學者與入圍隊伍導師近距

離進行互動及研討，藉此激發更多地方創生

點子。(參賽隊伍導師皆須參加) 

企劃書上傳 109/9/21

截止 

上傳網址：

https://forms.gle/fAaoiFt3VbEQmkUm8 

公佈入圍名單 109/9/30 請至競賽網站查詢，每組預計各取 5 隊。 

學生工作坊 109/10/7 

(暫定) 

邀請簡報力及口語表達力專家學者與入圍團

隊進行互動研討，增進學生簡報提案能力。

（隊長須參加，否則取消決賽資格，可偕同團隊隊

員） 

網路影片票選活

動 

109/11/2-

109/11/16 

宣傳影片 1 則：以趣味性短片介紹競賽作品，

影片長度約 1 至 3 分鐘，內容呈現形態不拘，

須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後，並將連結提供給

主辦單位，以利票選。(使用不正當方法或惡意程

式灌票者，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不當來源票數不列

入計算) 

決賽暨頒獎典禮 109/11/18 11/11 前公告簡報方式，視疫情決定為現場

簡報或線上簡報，現場簡報地點於北科校內，

線上簡報另擇合適平台。每組簡報時間 7 分

鐘，Q&A 時間 3 分鐘 

 

https://sites.google.com/mail.ntut.edu.tw/0706/%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mail.ntut.edu.tw/0706/%E9%A6%96%E9%A0%81
https://forms.gle/qDsvqoMPQF67SwdaA
https://forms.gle/fAaoiFt3VbEQmkU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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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 

1.凡入圍之作品，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

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並追繳其領得之獎金與獎

狀，本校不負其法律責任。  

2.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3.本校得以利用參賽作品作為「北二區精進技職教育課程分組計畫」成果展示

之用途。 

4.本競賽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本活動。  

5.參與隊伍數不足時，主辦單位得延長相關截止日期。  

6.入圍決賽之隊伍參賽者須於決賽當日出示學生證。 

7.為活動聯繫之目的，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電話、身分證字號、就讀學校

單位(系級)、出生日期、E-mail等個人資料，以在本次活動期間及地區內進行

必要之聯繫。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查閱、補充、更

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當事人權利，請洽

本校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8.主辦單位保有修改競賽辦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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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職地有生-技職校院地方創生企劃競賽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團隊名稱  

企劃名稱  

隊長資料(聯絡人與簡報主要報告人) 

姓名  校系(科)級  

連絡電話  E-mail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指導老師 

姓名  校系(科)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地方顧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隊員資料 

姓名 學校 系(科)級 E-mail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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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參賽人已確實瞭解本競賽之參賽規則，並同意遵守下列各項規定：  

1.參賽者須保證其計畫書為原創作品，確無抄襲仿冒之情事，且未曾對外公開發表。若因抄襲、

節錄、或以其他類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參賽者必須自行解決相關糾紛並擔負法

律責任。若參賽者違反上述規定，其參賽、得獎資格應立即取消；若已領取獎項者，須立即將所

領取之獎項全數歸還主辦單位。  

2.參加競賽之計畫書與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主辦單位得有權取消其參賽資格。  

3.基於宣傳需要，主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擁有攝影、報導、展示、評論及於其它媒體刊登作品之

權利。  

4. 為活動聯繫之目的，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電話、身分證字號、就讀學校單位(系級)、出生

日期、E-mail等個人資料，以在本次活動期間及地區內進行必要之聯繫。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行

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利用及請求

刪除等當事人權利，請洽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5.如有以上未盡事宜，視當時狀況共同商議之。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競賽相關辦法與規定，並以

競賽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參賽者簽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簽名 蓋章 

    

    

    

    

指導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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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職地有生」技職校院地方創生企劃競賽 

未滿 20 歲參賽同意書 

因參賽者未滿 20歲，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得參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主辦之

「職地有生-技職校院地方創生企劃競賽」。 

 

請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反面 

  

請黏貼參賽者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參賽者身分證反面 

  

此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立書人 法定代理人姓名（請親簽）：_____________ 

參賽者姓名（請親簽）：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