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依據「111年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辦理，目標係為普及

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新興科技之認知，提供高中職學生動手實作、設計與創造科技工

具及資訊系統的場域空間，並藉此體驗與學習新興科技。 

(二)透過競賽模式，強化各學校互動交流，推廣科技領域教學並普及新興科技之認知，

厚植人文與科技素養。 

(三)透過工程設計流程，培養學生思維與創造整合能力。 

二、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

立成功大學前瞻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辦公室。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

學、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

中等學校、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三、 活動日期： 

(一)第一階段(初賽)： 

1. 111/9/23(五)收件截止日(下午 11點 59分止)，上傳資料分為兩部份，每校報

名隊伍上限為 5 隊，請各校先行校內初選，各校必須由業務單位回傳核章報名

表正本掃瞄電子檔(各校報名網址：https://pse.is/47jwy5)，各隊另需於各隊

報名表單上傳隊伍資料、計畫書電子檔(PDF格式)與影片(各隊報名網址：

https://pse.is/47wddp)，報名表內若填寫資料與核章不完整則視同未完成報

名程序。 

 

學校報名用     隊伍報名用 

 

                            

2. 111/10/7(五)(當日下午 5點前公告) 於板橋高中首頁及清水高中首頁公布進入

決賽隊伍名單。 



(二)第二階段(決賽)： 

111/11/12(六)決賽活動日，當日詳細活動行程於公告進入第二階段隊伍公告時一

併公告之。 

四、 報名資格： 

(一)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之在學學生，限同校學生組成 3~5人團隊(報名表須列指導

老師 1~2名，以為後續敘獎依據)，團隊成員不可跨校，每校最多報名 5隊。 

(二)指導教師限制：指導教師最多兩位，須為現職任教於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或

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實習教師或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並獲主管機關許可教育計畫之列冊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實驗

教育教學者）。 

(三)報名作品限制：如參賽作品為延續已發表過之設計內容再進行延伸者，須檢附說明

表，說明表格式如附件五，並經主辦方審查通過後方能參賽。 

五、 競賽內容： 

(一)本次活動將分成創意應用、實作演示兩階段方式進行，參賽作品須結合新興科技並

應用在所需面對的挑戰，達成預期目標，順利解決問題，詳細競賽規章如附件一。 

(二)新興科技主題: AR 擴增實境/VR 虛擬實境、AI人工智慧、IOT 物聯網、大數據、

智慧機械、綠色能源、工業 4.0、新農業等。 

(三)計畫書與實作演示： 

1. 第一階段-創意應用計畫書： 

(1)第一階段參賽組別需撰寫並上傳計畫書，並拍攝短片(三分鐘以內)說明概

念，針對發想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2)計畫書整體內容須包括：動機(內容涵蓋問題確認與分析)、設計方案、可

行性評估、方案選擇。 

(3)計畫書請以 PDF格式上傳，大小不超過 20MB，影片請以 mp4格式(以 vlc

能撥放為準)錄製，大小不得超過 100MB，解析度不限，要能清楚表達概

念。計畫書總頁數至多 8頁(不含封面、目錄頁，於計畫附件中提供標準格

式檔案下載)。 

2. 第二階段-實作動態演示： 

(1)第二階段參賽組別需按照計畫書內容製作出原型以供演示說明使用，並使

用其他多媒體方式呈現實際使用情形。 



(2)每隊報告六分鐘，評審提問六分鐘，換場時間三分鐘。 

六、 競賽方式： 

(一)本競賽採用兩階段模式，第一階段為創意應用計畫書配合影片審核，透過專業評審

審核，預定取前十二名隊伍進入決賽(視初賽參賽隊伍再行討論調整)，擇優可增加

決賽隊伍組數。 

(二)第二階段為實作動態演示，參賽隊伍需將作品原型帶至現場展演並播放預先錄製的

實際操作影片，根據參賽隊伍之各項決賽評分項目進行加總，作為最後總成績，以

評選出得獎隊伍。如遇兩隊以上成績相同，則並列相同名次。 

七、 決賽競賽地點：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科學館六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 72號)。 

八、 評分方式： 

由專業學者與及講師擔任評審，詳細規則請參考競賽規章。 

 

九、 報名方式： 

由各校彙整報名隊伍後填寫報名表(於附件中提供)，完成核章並掃描成電子檔(pdf格

式)後上傳到學校報名表單(各校報名網址：https://pse.is/47jwy5)，各參賽隊伍於收

件截止時間前於隊伍報名線上表單(各隊報名網址：https://pse.is/47wddp)填報隊伍

詳細資料、計畫書與概念影片，報名各隊皆須上傳完成核章之報名表紙本掃描檔(pdf格

式)，表單填報不完整之隊伍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報名資料與方式將詳列於板橋高中

與清水高中校網。 

十、 獎勵辦法： 

進入第二階段競賽隊伍，依據評比項目分數總和高低，取前三名(各一隊)與佳作(擇優 

給予)頒給獎狀與禮券，第一名頒給圖書禮券 10,000元，第二名頒給圖書禮券 6,000 

元，第三名頒給圖書禮券 3,000元，佳作頒給圖書禮券 1,000元，入選決賽參賽隊伍且 

全程參與者發給參賽證明，得獎隊伍指導教師請各校依縣市政府訂定之教師敘獎辦法給

與敘獎。   

階段 評比項目 

第一階段(書面審核) 創意性(30%)、可行性(30%)、計畫書完整性(40%) 

第二階段(現場演示) 報告與展示(40%)、主題與創意（30%）、作品完整性(30%) 



【附件一】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新興科技競賽實施計畫 

競賽規章 

 

一、 第一階段:創意應用計畫書與概念影片 

(一)格式規定： 

1. 書面資料： 

(1)封面頁 1頁，文字僅可標示報名表內填寫之「設計名稱」。 

(2)內文以標楷體、12級字、A4篇幅介於 8頁以內之 PDF檔為原則，輸出為

PDF檔案，檔案大小小於 20MB。 

2. 概念影片檔案：長度限制 3分鐘內，以 mp4錄製(須能以 VLC撥放軟體直接播

放)，且影片檔案大小限制 100MB以內。 

3. 基於公平性考量，拍攝內容不得顯示校服、校名等可識別學校之標示，僅能呈

現設計名稱及相關設計內容。 

(二)計畫書內文內容： 

1. 動機：觀察生活中的週遭事物找出問題，描述問題發現的背景，並明確分析需

求，定義待解決的問題。 

2. 設計方案：針對問題發展出解決方案，繪製出模擬設計圖。 

3. 可行性評估：針對設計方案，使用軟體模擬或參考資料分析可行性。 

4. 方案選擇：綜合以上的分析，做出總結。 

二、 第二階段：實作動態演示 

(一)演示方式：每組應於指定時限前依據主辦單位公告之方式繳交報告資料，並於比賽

當日上台報告演示(每組報告時間：六分鐘報告、六分鐘提問、換場時間三分鐘)。 

(二)演示規範： 

1. 基於公平性考量，學生不得穿著校服，以及顯示任何可識別學校之標示，違者

經主辦方決議，判定取消決賽資格。 

(三)演示內容： 

1. 機構結構設計方式。 

2. 材料與成本分析。 

3. 實體作品展示與多媒體描述運作過程。  



【附件二】：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報名表(參賽學校業務單位上傳)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 

(本報名表由學校業務單位填妥後掃瞄成 PDF檔案於線上表單回傳  

網址：https://pse.is/47jwy5  ) 

學校名稱  

業務單位(請填處室名稱)  

業務組名(請填辦理組名)  

報名隊伍基本資料 

 隊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班級 聯絡人座號 

隊伍 1     

隊伍 2     

隊伍 3     

隊伍 4     

隊伍 5     

核章 組長  主任  

以上項目請確實填寫與核章，本報名表請掃描成 PDF 檔案格式並於報名表上方連結之表單上傳 

 

  



【附件三】：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報名表(各隊伍報名上傳)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 

(競賽活動報名表填妥後請掃瞄成 PDF檔案於線上表單回傳  

網址： https://pse.is/47wddp  ) 

一、報名使用之 E-mail  

二、隊伍資料  

三、學校名稱  

四、隊伍成員基本資料(隊伍人數為 3~5 名，第一位隊員為聯絡人) 

 姓名 班級座號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設計名稱   

核章 實研(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以上項目請確實填寫與核章，本報名表請掃描成 PDF 檔案格式並於報名表上方連結之表單上傳 

 

 

 

 

 

 

 

 

 

 



【附件四】 

新北市 111 年新興科技創意設計競賽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 

 

一、 本屆參展作品為延續已發表過之設計內容再進行延伸者，須檢附此說明表

【須一併檢附最近一次參賽作品說明書及海報】。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作品名稱： 

 

之前作品參賽年(屆)次／作品名稱／參展名稱／獲獎紀錄（相關參賽/展紀錄請逐一列出） 

列表範例  

參賽年(屆)次： 2020年、第 1屆 

參展名稱： OOOO競賽 

作品名稱： OOOO 

獲獎紀錄： OOOO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備註：1.校內競賽不需填寫。 



請依下列各項，列出此次參賽/展之作品內容，與先前已完成之研究作品不同

之處。 

更新項目確認 

(請勾選) 
項目 

本屆參展作品之更新要點 

(有勾選之項目需於此欄說明) 

 
題目 

 

 
摘要 

 

 前言 

(含研究動機、目的) 

 

 
研究方法或過程 

 

 
結論與應用 

 

 
參考文獻 

 

 
其他更新 

 

 

附件： 

□ 最近一次已參賽/展研究作品說明書及海報(      年)   

作者本人及指導教師皆確認據實填寫上述各項內容，並僅將一年內的後續研究內容發表於作

品說明書及展示海報上，以前年度之研究內容已據實列為參考資料，並明顯標示。 

□ 學生簽名          日期： 

□ 指導教師簽名         日期： 

 

 

 



【附件五】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 

著作利用授權契約 

 

立契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利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契約： 

 第一條 契約之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前瞻基礎建設之高級中等學校新興

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之區域推廣中心徵件須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辦理補助前瞻基礎建設之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

計畫之促進學校徵件須知」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除經

認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契約之甲方係依前述規

定，以受補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乙

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

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契約之標的 

(一) 契約標的為 110至11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前瞻基

礎建設之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之區域推廣中心

徵件須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前瞻基礎建設之高級中

等學校新興科技教育遠距示範服務計畫之促進學校徵件須知」之期末成

果報告及所繳交之相關資料。 

(二) 前項計畫成果之公開授課、演講、報告、展演、競賽成果與會談之聲音、

影像及肖像等內容。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利或教育用途之各

種利用，並同意對乙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不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列清單後

提出申請，並經乙方同意後，得不公開展示。書面清單應作為本契約之

附件。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契約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

乙方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

補助清單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至乙方指定地點辦

理結案。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料庫或網站呈現本契約標的之內容，得自行決定是否

以附記或適當方式表現本契約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契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契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

之損害。 

 

第六條 契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契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契約之一部，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本契約之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契約之一部。 

 

第七條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契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決。無法協議

解決而涉訟時，應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立契約書人 

 

 

甲方：   

(請填註學校全稱後蓋用機關印信) 

 

 

甲方代表人：   

（請填註首長職銜、姓名後蓋用首長職銜簽字章） 

 

 

 

 

指導教師：    

 (簽章) 

 

乙方：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代表人：彭富源署長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臺中辦公室）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