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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參賽要點暨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執行單位：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協辦單位：外語教學系、傳播藝術系、應用華語系 

 

 

 

 

 

 

中華民國 1 0 7年 2 月 13 日 



2 

壹、 活動說明 

一、 活動名稱：2018 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

競賽。 

二、 目的： 

為鼓勵本校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培養創新思

考模式，以提昇學術研究能力與實務發展技能，並培養學生研究、溝通

與整合之能力，本院特舉辦專題實務競賽。 

 

貳、 活動執行單位與聯絡方式 

一、 執行單位：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二、 聯絡方式： 

（一） 聯絡人：李惠如  

（二） 聯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6302 

（三） E-mail：dcam@mail.wzu.edu.tw 

 

參、 報名與競賽 

一、 參賽資格： 

（一）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大學部在學學生。 

（二） 參加作品不得抄襲，並應為原創作品。 

（三） 每組作品須有指導老師一名或以上，組員若干名。 

二、 審查機制與流程：文教創意產業學院之各系收齊該系參賽作品所需相關

資料後進行初審，通過初審之作品統一送件至數位內

容應用與管理系系辦，彙整後交由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進行複審，通過複審之作品再由外聘審查委員進行決

審。 

三、 報名方式： 

（一） 本次競賽分商品設計群、動漫互動多媒體群以及出版與語文群，

各作品得依其專業研究領域，擇一類群提出申請。 

（二）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7 年 03月 05 日（星期一）17:00 前，參

賽者須將參賽作品資料送至院內各系系辦，逾期恕不受理，資料

不退回。 

（三） 參賽作品資料： 

1. 參賽作品研究報告電子檔案 

(1) 作品研究報告資料 word 檔-(系名)：格式請參照下列第 2 點

「各參賽作品研究報告說明」。 

mailto:dcam@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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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研究報告資料 pdf 檔-(系名)：請將上述 word 檔依相同

規則轉存成 pdf 檔，務必確認轉檔成功，以利後續評分作

業。 

2. 各參賽作品研究報告格式說明如下： 

(1) 報告封面與格式(附件 3)：摘要及內文以 11頁為限，頁數超

過規定者，不予受理。每件作品請自行保存副本，資料繳交

後不得要求抽換。 

報告撰寫格式： 

紙張大小：A4 雙欄撰寫 

邊 界：上下左右皆 2.5 cm 

字 型：中文-標楷體 

英文及數字-Times New Roman 

字體大小：報告標題 14 級(粗體)，章節標題 12 級(粗體)， 

內文 12 級(標準) 

行 距：單行間距 

(2) 無須繳交紙本作品研究報告。 

3. 每項作品提供一份紙本參賽同意書(附件 2)，除簽章處外請以電

腦繕打。 

 

肆、 評選辦法說明 

一、 總則：評選分初審、複審以及決審三個篩選階段，每個階段依作品評分

表進行評分(附件 4)，按得分高低排名。作品若經審查未達標準時，入

圍名額或得獎名次得從缺。 

二、 初審 

（一） 審查期間：107 年 03 月 06日(星期二)至 107年 03 月 09日(星期

五)。 

（二） 院內各系推選所屬系教師擔任初審委員進行初審。各系於 107

年 03 月 12 日（星期一）17:00 前，將通過初審之參賽作品的相

關資料彙整後，送達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系辦，資料包含： 

1. 報名資料總表(附件 1)，需經各系核章。 

2. 作品評分表(附件 4)。 

3. 電子資料光碟：請內建三個資料夾 

(1) 2018年專題競賽報名資料_(系名)：需內含下列四個檔案 

i. 報名資料總表電子檔(附件 1)：請以 word 檔形式儲存，

毋需核章。 

ii. 專題製作競賽參賽作品學生資料表電子檔(附件 5)：請以

excel 檔形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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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專題製作競賽參賽作品指導老師資料表電子檔(附件 6)：

請以 excel 檔形式填寫。 

iv. 參賽作品摘要表電子檔(附件 7)：請以 excel 檔形式填

寫。 

(2) 作品研究報告資料 word 檔-(系名)：命名規則為(類群)-- (系

名)--(作品名稱)。 

例如:  

商品設計群--傳播藝術系--作品名稱 

商品設計群--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作品名稱 

動漫互動多媒體群--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作品名

稱 

動漫互動多媒體群--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作品名

稱 

出版與語文群--應用華語系--作品名稱 

出版與語文群--外語教學系--作品名稱 

(3) 作品研究報告資料 pdf 檔-(系名)：作品研究報告資料 pdf 檔

依上列命名規則重新命名。 

4. 每項作品提供一份參賽同意書(附件 2)。 

三、 複審： 

（一） 審查期間：107 年 03 月 13日(星期二)至 107 年 03 月 15日(星期

四)。 

（二） 由院內教師擔任複審委員進行複審。 

（三） 107 年 03 月 16 日(星期五)公告通過複審作品(至多 9 件)。 

四、 決審與頒獎： 

（一） 審查與頒獎期間：107 年 03 月 28日(星期三) 13:00-18:00。 

（二） 由 3-5名校外專家擔任決審委員。 

（三） 展覽：通過複審作品之製作團隊須於當天 13:00-15:00 在求真樓

地下一樓進行作品展示和解說，供本校師生及校外決審委員參

訪。 

（四） 簡報審查：15:10-17:10 於 Q001 教室進行作品簡報審查，接受決

審委員提問。各作品限由報名之參賽成員與評審進行作品說明與

展示，指導老師與非參賽成員不得從旁進行協助與提示，違反規

定者，評審委員不予計分。 

（五） 頒獎：預計 17:30 舉行，取三名及佳作一名。 

 

伍、 注意事項 

一、 參賽者皆需簽署參賽同意書，並遵守本參賽要點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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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體著作權人同意全程參加競賽與展示，並同意主辦單位對作品摘要

（附件 7）進行刊登、展示、行銷及推廣教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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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追回資格與獎勵。 

四、 參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利之侵害、糾紛與訴訟，

經法院判決屬實者，追回入圍資格與獎勵，由全體著作權人負相關法律

責任，主辦單位不負任何法律責任。 

五、 主辦單位擁有最後合理更改本競賽報名簡章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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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報名資料總表 

科系名稱  

參賽學生總人數  總報名件數            件  

聯絡人資訊 

聯絡人  單位/職稱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E-mail  

報名資料檢核表（請在確認各項資料備齊後於□勾核） 

□ 1.報名資料總表 

□ 2.作品評分表 

□ 

3.電子資料光碟 

 2018專題競賽報名資料_(系名)_內含四個檔案 

 作品研究報告 word檔資料_(系名) 

 作品研究報告 pdf檔資料_(系名) 

□ 4.參賽同意書紙本 

本系同意遵守各項參賽規定，並依規定備齊各項資料。 

 

 

送件單位核章：                 

中華民國 2018年         月          日 

※請送件單位填妥後，置於所有送件資料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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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參賽同意書 

作品名稱  

類  別 參加競賽類群：                      類群 

科系名稱  團隊名稱： 

參賽者 

姓名 

指導老師代表  

指導老師 2  

學生代表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連    絡      人 

指導老師代表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學生代表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本人確已詳細閱讀競賽要點，同意遵守相關規定參賽。 

 

 

指導教師全體簽章：                                            

 

 

 

參賽者全體簽章：                                              

系主任 

簽章 

 

中華民國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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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研究成果報告書 

 

 

 

(作品名稱) 

 

 

 

 

 

 

參賽類群：           類群 

 

 

 

 

 

 

 

1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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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標號格式範例) 

摘要 

○○○○○○○○○○○○○○○○

○○○○○○○○○○○○○○○○○○

○○○○○○○○○○○○○○○○○○

○○○○○○○○○○○○○○○○○○

○○○○○○○○○○○○○○○○○○

○○○○○○○○○○○○○○○○○○

○○○○○○○○○○○○○○○○○○

○○○○○○○○○○○○○○○○○○

○○○○○○○○○○○○○○○○○○

○○○○○○。 

 

壹、前言 

  ○○○○○○○○○○○○○○○○

○○○○○○○○○○○○○○○○○○

○○○○○○○○○○○○○○○○○○

○○○○○○○○○○○○○○○○○○

○○○○○○○○○○○○○○○○○○

○○○○○○○○○○○○○○○○○○

○○○○○○○○○○○○○○。 

貳、 

一、○○○○○○○○○○○○○

○○○○○○○○○○○○○○○

○○○○○○○○○○○○○○○

○○○○○○○○○○○○○○○

○○○○○○○○○○○○○○○

○○○○○○○○○○○○○○○

○○○○○○○○○○○○○○○

○○○○○○○○○○○○○○○

○○。 

二、○○○○○○○○○○○○○

○○○○○○○○○○○○○○○○

○○○○○○○○○○○○○○○○

○○○○○○○○○○○○○○○○

○○○○○○○○○○○○○○○○

○○○○○○○○○○○○○○○○

○○○○○○○○○○○○○○○○

○○○○○○○○○○○。 

三、○○○○○○○○○○○○○○○

○○○○○○○○○○○○○○○○

○○○○○○○○○○○○○○○○

○○○○○○○○○○○○○○○○

○○○○○○○○○○○○○○○○

○○○○○○○○○○○○○○○○

○○○○○○○○○○○○○○○○

○○○○○○○○○。 

参、 

  ○○○○○○○○○○○○○○○○

○○○○○○○○○○○○○○○○○○

○○○○○○○○○○○○○○○○○○

○○○○○○○○○○○○○○○○○○

○○○○○○○○○○○○○○○○○○

○○○○○○○○○○○○○○○○○○

○○○○○○○○○○○○○○。 

ㄧ、 

(一)  

1.  

 

參考文獻 

 

 

 

 

 

 

 

 

（文件格式為A4雙欄撰寫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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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_____________________類群  作品評分表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審項目 審查 說明 

創新性 

30% 

□觀念或作法創新 

□功能創新 

□外觀價值創新 

□創新導致成本的降低 

□          

1. 具有新的創意構想 

2. 作品的開發能改善現有產品的性能 

3. 透過外觀包裝增加價值 

4. 具創新功能，可使生產成本降低 

5. 其他特優處 

實用性 

30% 

□商品化 

□量化 

□成本合理性 

□市場性 

□          

1. 作品不僅是構想，且能成為商品 

2. 作品具有量化生產的特點 

3. 作品之成本合理範圍 

4. 具有市場開發潛能 

5. 其他特優處 

預期效益 

20% 

□具有競爭力 

□可以吸引投資者 

□能提高市佔率 

□可以進入產業價值鏈 

□          

1. 具有市場競爭力 

2. 作品可吸引廠商投資生產 

3. 作品的應用技術可使產品市佔提高 

4. 作品具進入產業供應鏈的生產價值 

5. 其他特優處 

方法與過程 

10% 

□與研究動機連結性高 

□商業模式架構完整 

□研究方法創新 

□資料整合性高 

□          

1. 作品研究過程能與研究動機配合 

2. 作品已考慮商業模式之角色 

3. 研究流程有別以往、服務過程具有創

新方式 

4. 作品能將不同系統資料完整整合 

5. 作品引用文獻格式、資料來源完整 

6. 其他特優處 

研究動機 

10% 

□實用性 

□具貢獻性 

□符合產業關鍵趨勢 

□事業化 

□          

1. 專題研究以實用為導向 

2. 專題研究對產業界及社會是具有貢獻 

3. 專題研究是符合產業趨勢 

4. 專題研究是為事業化作準備 

5. 其他特優處  

 

評審委員簽章：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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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參賽作品學生資料表」(範例)  請以 Excel 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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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參賽作品指導老師資料表」(範例)  請以 Excel 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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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8年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參賽作品摘要表」(範例)  請以 Excel 檔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