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專院校智動化設備創作獎比賽辦法
一、獎項精神與緣起
為鼓勵國內大專院校學生投入智動化跨領域設計、實作，提升系統設計技術能力，並傳承原教育
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之精神，由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智動化創作獎並由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協辦及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承辦，期藉
由學術界與產業的力量串聯產業結構轉型的趨勢，協助大專青年投入智慧製造領域，並經由觀摩
學習促進新知、技術交流及產學合作，為國家培育優秀的智慧製造人才及設計能量，提升產業競
爭力。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三、智動化設備創作獎比賽內容說明
1.

報名資格

說明
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之全職在學大專學生或研究所學生（含在台外籍學生）均可由
報名方式

學校推薦或自由組隊參加，每隊成員最少3人，至多5人。可邀請產、學、研專家
學者為指導教師，指導教師至多2人。

(1) 專題實作競賽以師生共同製作、產學合作專題或與產學合作廠商共同合作完成之成果為限。參
賽作品不得抄襲，並應為原創作品。
(2) 以上所列資格若有不符，經檢舉且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賽資格；若已領獎者，亦將
追回獎項。

2.
賽程

競賽日程
內容

活動日期

主(承)辦單位公告競賽辦法，敬邀國內團隊參加

備註
請至 TEEIA 網站下載相關

一般/推薦報名：有興趣參賽或學校欲推薦之隊伍請 表格或洽 02-27293933
於即日起至 105 年 4 月 20 日止以郵戳為憑，依規 分機 22 社團法人台灣電子
辦法公布

活動報名

即日起

即日起至 105 年
4 月 20 日

定格式將報名資料、作品集及光碟郵寄掛號至社團

設備協會鄭雅安小姐。

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鄭雅安小姐收，格式不符或

郵寄資訊：11011 台北市

逾期者皆恕不受理。承辦單位將於 105 年 4 月 25

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3

日前回覆各隊聯絡人確認報名。

樓 3E-41 室鄭雅安小姐收

請學校推薦或有意參賽之隊伍於截止日前回傳報名

請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

表。

anne@teeia.org.tw

請先以 email 電子檔附件方式繳交「作品集」，再
「作品
集」繳交

即日起至 105 年

同步郵寄光碟、作品集(成果資料)至 11011 台北市

4 月 20 日

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3 樓 3E-41 室，社團法人台
灣電子設備協會鄭雅安小姐收。
由初審委員會審查參賽隊伍之作品集(若無作品集

初審公告

請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
anne@teeia.org.tw，構想
書採用 PDF 格式，單檔請
勿超過 10MB，如有特殊情
況請與 TEEIA 聯繫。
地點：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

105 年 5 月 12 日 請依作品集同規格提供「作品構想書」)，依據評審 備協會台北辦公室
(暫定)

指標對參賽團隊資料及繳交參選作品決定 20 組入

初審結果公告於 TEEIA 網

圍隊伍為原則。

站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地點：

決審隊伍
實作產品
繳交

105 年 7 月 28 日
(暫定)

通過初審隊伍於展示會場攜帶實作作品及簡報資料
進行口頭簡報/作品展示，每組報告時間為 15 分
鐘；由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依評審標準決定名次。

均豪精密中科廠（台中市中
部科學園區科雅西路２８
號）
決賽結果公告於 TEEIA 網
站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頒發獎金及獎狀。主辦單位並贊助得獎隊伍於 2016
頒獎

105 年 8 月 24 日 Touch Taiwan 展覽期間之展示攤位及相關交通、住
宿補助。

地點：
2016 年 Touch Taiwan 展
覽會場(台北市南港展覽
館)。

3.

競賽項目

競賽將針對智慧工廠及智慧自動化領域相關(如工業 4.0 物聯網,雲端計算,大數據) 含半導體光
電設備、醫療設備、自動光學檢測設備、智慧化工具機、智動化資訊系統、數位化模具、智慧
化生物電系統進行專題研究,參賽隊伍宜選擇符合前述相關訴求，且具有實際成果之研究，自訂
專題競賽之主題。
（1）產業涵蓋範圍：半導體產業、顯示器產業、太陽能產業、生醫產業、工具機產業、模具
產業、電路板產業、汽車產業、食品機械產業、生物機電等智動化之設備。
（2）研究對象可為設備之關鍵零組件、模組、系統、製程、監控或檢測之智動化、人機介面、
電路設計、系統整合等相關技術研究。
（3）競賽專題研究成果以口頭簡報、海報形式呈現，並鼓勵利用實體作品、示意模型、多媒
體等方式輔助說明。
4.

競賽方式

初審：評審委員就參賽隊伍提供之「作品集」依據評審指標項目進行審查。
(若無作品集請依作品集同規格提供「作品構想書」)
決審：進入決審之隊伍需親至主辦單位中科廠區,決審內容包含（1）口頭簡報及（2）實作作品與
海報展示。
（1）口頭報告：參賽隊伍於簡報會場進行15分鐘報告說明為原則（含報告10分鐘、評審提問
5分鐘）。
（2）實作作品與海報展示：參賽隊伍必須製作實體作品，得利用寬90×長120公分之海報(至
多5張)、示意模型或多媒體等方式輔助展示。主辦單位提供每一參賽
隊伍展示攤位1個，各隊需安排人員於參賽攤位解說作品內容，以利評
審委員與參觀人員瞭解。
頒獎：得獎之隊伍於 2016 Touch Taiwan 展當天頒發獎金及獎狀。
5.

評分項目

(1.) 本競賽評選分為初審與決審二階段，由主(承)辦單位邀請來自產學研等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
辦理評選作業。
(2.) 初審以資料完備性及競賽主題之相關性為審查要點，入圍名單於 105 年 5 月 12 日公佈於
活動網站，並以電話、電子郵件通知入圍隊伍。

(3.) 決審日期為 105 年 7 月 28 日(四) (當日議程主辦單位將另行公佈)，決審內容為實體作品展
示及實地口頭報告說明。
(4.) 頒獎日期為 105 年 8 月 24 日(三)(當日議程主辦單位將另行公佈)，頒發獎金及獎狀。
6.

評審標準

評分項目
創意及前瞻性
實用性
預期效益
資料完備性
報告與展示
7.

項目說明
內容之創新、創意性及前瞻性。
具有可實現性、實用性、或商品化可行性。
作品對產業或前瞻技術之影響力。
內容完整性及正確性，包含文獻回顧、設計原理分析、參賽團隊分工合作方式、成
果及預期結果等，以及其他有利之補充資料。
包含口頭簡報及海報作品展示，就報告技巧、人員表達能力及作品呈現效果(實體、
示意模型、或多媒體等)進行評分。

決審獎項說明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項內容

第一名

1

得獎者頒發獎狀、獎盃及獎金 20 萬元

第二名

1

得獎者頒發獎狀、獎盃及獎金 10 萬元

第三名

1

得獎者頒發獎狀、獎盃及獎金 8 萬元

佳作

3

得獎者頒發獎狀、獎盃及獎金 5 萬元

8.

經費補助

1.

決審補助：

凡進入決賽之隊伍，主辦單位將定額補助參賽隊伍機台搬運費用、交通費用。
(1) 交通費：補助台中市以外縣市之參賽隊伍每人每趟（含來回）交通費 1,000 元為上限，憑
票根核銷，計程車資不得申請補助。
(2) 機台搬運費：補助參賽隊伍每隊最高新台幣伍千元正，憑單據核銷，2 聯式或 3 聯式皆可，
抬頭：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統一編號：66979838。

所有單據請於 105 年 8 月 05 日前以郵戳為憑，各隊自行彙整並檢附【參賽補助金請款單】寄至
承辦單位通訊地址 11011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3 樓 3E-41 室，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

協會鄭雅安小姐收，展出期間如有中途撤展或逾期繳交單據者，將取消補助。
2.

展會補助：

得獎之隊伍，主辦單位將定額補助參賽隊伍機台搬運費用、交通費用並提供 2016 Touch Taiwan
展期之住宿(四天三夜)。
(3) 交通費：補助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縣市之參賽隊伍每人每趟（含來回）交通費 1,000 元為
上限，憑票根核銷，計程車資不得申請補助。
(4) 住宿：提供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縣市之進入決賽隊伍，指導教授單人房一間、學生雙人房一
間。
(5) 機台搬運費：補助參賽隊伍每隊最高新台幣伍千元正，憑單據核銷，2 聯式或 3 聯式皆可，
抬頭：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統一編號：66979838。

(6) 所有單據請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各隊自行彙整並檢附【參賽補助金請款單】
寄至承辦單位通訊地址 11011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3 樓 3E-41 室，社團法人台灣
電子設備協會鄭雅安小姐收，展出期間如有中途撤展或逾期繳交單據者，將取消補助。
3.

繳交資料
報名之參賽隊伍應於報名時繳交下列(1)~(2)項紙本乙份及(1)~(3)項電子檔及光碟乙份。

（1）報名資料：請詳參【資料表 A1】至【資料表 A5】。
（2）作品集全文(A4) 6~10 頁，請詳參【資料表 B】。
（3） 二～三分鐘成果介紹影片（Mpeg1/Mp4; 300MB；可用 Media Player Classic 播放）。
（4）光碟資料：請以各參賽作品名稱命名資料夾放置下述檔案，doc 檔請另轉存 pdf 一併置入，
並以規定命名：
(a) 報名資料.doc (.pdf)
(b) 作品集.doc (.pdf)
(c) 成果介紹影片.mpg/.mp4
四、 智慧財產權
(1) 作品智慧財產權一律歸屬參賽者，惟主(承)辦單位基於研究、宣傳與推廣等需要，對於所有
入選/得獎作品仍享有文件、圖面、檔案等進行攝影、出版、著作、展覽及其它圖版揭載等
使用權利，各入選/得獎者不得提出異議，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
(2) 若參賽作品所使用之素材，有部分使用他人之著作，應附上著作權人授權使用同意書。

(3) 所有得獎作品，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購買智慧財產權之優先權，費用由購買廠商
與得獎參賽者自行商議。或由主(承)辦單位協助得獎作品商品化業務推展，雙方之權利與義
務另訂之。
(4) 參賽作品於參賽前或參賽後若有意申請專利等相關事宜，應於報名前或事件發生前主動告知
承辦單位。
五、 注意事項
(1) 決審當日各隊伍出席人員不可穿著可供辨識學校系所之服裝，成果展示展覽之作品、文件及
佈展不得標示校名、校徽、指導教師姓名等相關圖文字樣。評審委員進行評分時指導教師須
迴避。
(2) 初審評分要點請詳參【資料表 A6】；決審評分要點請詳參【資料表 A7】。
(3)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委外製作）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
具體事實，則追回資格與獎勵。
(4)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參賽團隊所有，因參賽所衍生之智慧財產保護事宜，由參賽團隊自
行處理。
(5) 參賽團隊成員資料若查有不實者，主辦單位可隨時取消其競賽資格。參賽團隊成員經提報後
若有變更，須送交書面資料經主辦單位審查同意。
(6) 入圍作品如有仿冒抄襲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等，經查證屬實者，將追回資格與獎勵，並由
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參加競賽者作品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或頁數超出規定者或不符合主辦單位規定之格式者，視
同放棄參賽資格。
(8) 繳交所有文件將不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9) 主辦單位得自由免費運用參賽作品之照片、幻燈片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作為智動化相關
之展覽、宣傳及出版等用途。

六、主辦單位保留隨時解釋、修正辦法與內容之權利。 其他未盡事項請逕詢主辦單位網站之競賽
網頁 或 電洽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鄭雅安小姐 TEL:886-2-27293933 #22 E-mail: anne@teeia.org.tw
張雅菁小姐 TEL:886-2-27293933 #11 E-mail: miyabi@teei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