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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106)】(106.1.3 公告)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辦理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館、交通方式
備註：本會不提供參賽師生免費停車位；如需使用本校停車場，得依本校總務處停
車場管理辦法繳費，詳情請參考停車資訊。
-【請以 Google Chrome(適用於 Windows 8/7/Vista/XP)開啟、下載檔案】
1.教育部國教署公文 105.12.28 公告
2.本會全國公文 106.1.3 公告
3.【106 年競賽決賽計畫 0105 版】及【106 年競賽決賽規則】
-決賽競賽附件下載
【參考附件(不須繳交)】
【競賽附件下載(須繳交)】
**獲獎獎金支領方式***
1. 本競賽之獲獎隊伍將由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統一函文通知學校製據請領
獎金，並由獲獎學校轉發予得獎學生。
2. 如獲獎學校得獎件數超過 1 件，請加總開立一張領據領款。
3. 請獲獎學校將附件 6、獲獎作品學生基本資料(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
式將錯誤)寄回【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50448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中山路
364 號)以利撥款。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助 理：張芷綾
電 話：(02)7734-3624
E-mail：zlin@ntnu.edu.tw
助 理：李怡慧
電 話：(02)7734-3472
E-mail：hebi@ntnu.edu.tw
助 理：陳浩翎

1

電 話：(02)7734-3625
E-mail：haoling@ntnu.edu.tw

二、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公告(106)】報名資格說明

【決賽報名資格說明】
1.參賽者身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在學學生。
2.參賽作品資格：已參加各校自行辦理之【初賽】，並於各群科中心學校辦理【複
賽】(106 年 4 月 7 日前)中取得【決賽】之參賽資格。
**說明 1：各群科中心學校之【複賽】詳細辦法應參考各群科中心學校網站**
**說明 2：參與決賽之名單應於 106 年 4 月 7 日前由各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3.【決賽】應由各群科中心學校於 106 年 4 月 12 日前協助完成報名 ，參賽師生
不得擅自報名。
4.參賽之作品說明書皆須簽署未曾獲得國際性、全國性同性質於升學時可加分之競
賽前三名獎項之聲明書(相關可加分競賽之最新資訊請參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
會聯合會」網站(https://enter42.jctv.ntut.edu.tw) 公告之「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及「四技二專甄審入學簡章」)。

三、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競賽附件下載(須繳交)

【報名資料-須繳交】
註：下載 Google Chrome(適用於 Windows 8/7/Vista/XP)
(一)專題組(以下檔案僅有作品說明書格式與創意組不同)
附件 2、【OOOO(106 年作品名稱)＿延續性作品說明書】*如有需要才繳交*(請
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注意 1：請於檔名加註 106 年作品說明書名稱，如：創意機械衣架＿延續性作品
說明書
*注意 2：如須檢附歷年作品說明書於電子檔光碟，檔名請註明年份及該年度作品
名稱即可。如：101 年_行動窗臺。
附件 7、【報名表】(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8、【聲明書】(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2

附件 9-1、「專題組」作品說明書封面+附件 9-2、電腦排版格式(請點擊下載，如
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0、競賽日誌(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1、作品分工表(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2、作品簡介(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3、心得報告(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二)創意組(以下檔案僅有作品說明書格式與專題組不同)
附件 2、【OOOO(106 年作品名稱)延續性作品說明書】*如有需要才繳交*(請點
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注意 1：請於檔名加註 106 年作品說明書名稱，如：創意機械衣架＿延續性作品
說明書。
*注意 2：如須檢附歷年作品說明書於電子檔光碟，檔名請註明年份及該年度作品
名稱即可。如：101 年_行動窗臺。
附件 7、【報名表】(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8、【聲明書】(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5-1、「創意組」作品說明書封面+附件 15-2、電腦排版格式(請點擊下
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0、競賽日誌(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1、作品分工表(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2、作品簡介(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附件 13、心得報告(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獲獎獎金支領方式***
1. 本競賽之獲獎隊伍將由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統一函文通知學校製據請領
獎金，並由獲獎學校轉發予得獎學生。
2. 如獲獎學校得獎件數超過 1 件，請加總開立一張領據領款。
3. 請獲獎學校將附件 6、獲獎作品學生基本資料(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
式將錯誤)寄回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利撥款。

四、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參考附件(不須繳交)

【參考資料-不須繳交】
註：下載 Google Chrome(適用於 Windows 8/7/Vista/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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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賽組織
附件 1-1~1-3 組織與分工(請點擊下載，如直接觀看檔案格式將錯誤)
(二)交通
附件 3、交通方式、位址圖
(三)獎項名額
附件 4、5 送件數及獎項名額
(四)展板規格
附件 14-1、14-2 決賽作品展版規格(專題組適用)(1.20 修正)
附件 16、決賽作品展版規格(創意組適用)
(五)規格及安全審查規格
附件 17、【規格及安全審查表】 (範例)-承辦單位競賽日提供

五、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決賽報名說明

有關本屆競賽決賽報名說明如下：
1.十五群科截至 4 月 7 日將陸續辦理【各群複賽】，並依其時程公告【各群複賽結
果】後發文至各服務學校。
2.各群科中心將於 4 月 12 日前將【複賽獲獎名單】及【作品說明書】檢送至本會
(決賽)，並完成【決賽報名流程】。
3.因十五群科各自之獨特性，本決賽保留、尊重各群科微調部分複賽規格之權利
(依複賽辦法)，入選決賽之參賽作品如收到各複賽之相關通知，應依其說明如期完
成，以免造成決賽報名之疏漏。如有任何問題，可直接洽詢各群科中心學校。
4.入選決賽之參賽師生請依【本會全國公文】 於參賽前完成請假手續。
5.有關【各群科中心學校網站】請參考。
6.如本競賽有任何未盡之說明，請參考本會網站公告。

六、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決賽地圖

**尚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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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 7 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決賽流程

**尚未更新*

八、

【第屆專題暨創意競賽暨展覽計畫(106)】決賽週邊訊息

【食】
1.師大夜市
2.師大夜市美食地圖
3.師大夜市入口網
【住】
1.師大會館
2.師大迎賓會館
註：訂房事宜請直接與該會館聯絡
【行】
1.交通方式
2.停車方式(本競賽不提供免費停車，請依規定繳費)
**以上訊息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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