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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大賽活動簡章
本「2012 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大賽」
，目的為培育中、小學生對於科學與
創造的態度與認識，特設之競賽；將創意思考融入積木，讓學童盡情地發揮巧
思及創意並激發學童在機關構造設計的思維。
為達成活動目的，本活動採用當天團體製作、當天評分來進行。整個活動
流程包含作品的關卡設計、機構設計、材料選擇、製作等等，皆由團隊小組規
劃製作，參賽隊伍必頇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作品，如此學生可以運用其學校所學
相關知識(含機構、材料等知識)發揮其分析與想像能力，並培養凡事「三思而
後行」之規劃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習慣。本活動競賽包含機關創作競賽及作品創
新歷程記錄，每場競賽皆聘請學術界、產業界及學者專家擔任裁判及評審人員。
最後，頒與獲勝之隊伍獎金獎狀以茲鼓勵。

一、舉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二) 贊助單位：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高級中學、台中女子高級中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科學教育館、台南市教育局、桃園縣教育局、彰化縣教育處、南投縣教育
處、屏東縣教育處、高雄市創學中心、高雄市教育局、花蓮縣教育處、基隆市
教育處、新竹縣教育處、苗栗縣教育局、金門縣教育局

二、參加對象、資格
(一) 組別對象：全國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學生(100 學年度在學學生)。
(二) 報名資格：在學學生依高中、高職、國中、國小組，採團體競賽方
式(每隊 2~4 人)，在各組別可混合組隊(不分年級、可為同校或跨校
混合組隊)，並由指導老師(家長)指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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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有參賽成員資料，一經公佈確定後不得更改之。
(四) 不限制單一學校報名隊伍數。
(五) 主辦單位可依照隊伍報名狀況，合併或增設競賽組別。

三、競賽相關規定：
(一) 作品限制：限制面積為 180 公分 x 60 公分(長 x 寬)，高度不限，但
作品需穩固陳列於會場提供之展示桌上。
(二) 機關王底板需自行準備，數量不限，唯需符合面積規定。
(三) 2011 年起，主辦單位將不再提供各組別外接電源，所有參賽者需自
備充電電池。為提倡本活動宗旨及響應環保，鼓勵使用金屬燃料電
池等蓄電池以達到『綠色能源應用』等意象之展現。
(四) 材料及組裝限制：
1. 所有參賽隊伍請攜帶未經組合的機關王零件，請參考官方網站上
所列綠色能源組件與機關王零件介紹。
2. 可攜帶其他未加工之原料，如：木板、鋁罐、舊衣服…等入場。
3. 所有零組件一律於比賽時間內現場組裝，如發現有違反情形，將
取消比賽資格。
(五) 關卡標籤: 所有關卡皆需以主辦單位提供之標籤貼紙註明特性，標
籤貼紙樣本可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下載（www.gogreenmech.org）。
請參賽者下載後自行列印使用，將貼紙膠封為防水性更佳。競賽現
場恕不提供關卡貼紙。

四、競賽評分標準：
1. 運作方式：
1.1. 基本運作：
1.1.1. 除出發關卡可用人為操作啟動外，接續之關卡(包含
綠色能源關卡)皆頇以自動方式啟動關卡。
1.1.2. 移動物件（如球、滾輪等）若半途中有卡住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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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高職組

可以用手或其他物件使之前進。
1.1.3. 若移動物件於進行中掉落，可撿取物件重置於掉落
關卡前重新啟動（需馬上重新啟動，不得拖延時間）
。
1.2. 時間限制：
1.2.1. 各組每位評審評分時間為二分鐘(包含設計理念說
明)。
1.2.2. 各組在順暢度評分項目中，二分鐘內不可重頭開
始，失敗時，扣分方式請參考『扣分標準』
。
1.3. 指定關卡：
各組別設有不同之指定關卡，參賽作品需於作品中呈現該組
別指定關卡，並符合該關卡之描述以及規定，詳細敘述請見
下表。
指定關卡說明
乒乓球跨欄
設計一關卡，讓乒乓球彈起跨越 10cm 高之柵欄，並藉由這個動
作啟動下一關卡。
備註：
1. 10cm 高之計算乃自乒乓球初始彈起點起算。
2. 乒乓球自理，跨欄由參賽者自行設計。
漏水檢測
設計一漏水檢測關卡，但漏水必頇具有滴水之樣態。該檢測必頇
漏水發生 5 秒內，依據水滴的作動，啟動下一關卡。
備註：
1. 滴水形式需可目測判斷為水滴的情況，而非連續之水流。
2. 該關卡不可使用小固體（如綠豆）代表水的意象。
3. 5 秒之判定從第 1 滴水滴離開原本容器時開始數秒。
4. 請自備集水材料(如抹布)，避免弄濕環境，違者扣分。
運輸車
設計一台運輸車，該車必頇靠承載貨物之動作啟動。運輸車負載
該貨物後，頇爬坡 30cm 以上距離，坡度至少 10 度。
備註：
1. 貨物之大小重量形式不拘。
2. 坡度 10 度比值：約 9cm/50cm(高/長)。
3. 承載之貨物需放置在運輸車上。
空中運輸車
設計一台空中運輸車能自動吊起地面的貨物，運輸車吊起貨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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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行進 50cm 以上距離，然後自動卸貨。
備註：
1. 吊起的動作形式不拘。
2. 貨物之大小重量形式不拘。
2. 計分標準：
2.1. 科學關卡：結合不同科學原理運用為一關。在同一關卡內，
結合愈多不同的科學原理，得分即越高，如：科學原理 A+B、
A+B+C、A+C、B+C 等，若關卡重複使用相同科學原理，該關
卡則不列入計分。關卡數判定由裁判認定之。
2.2.綠色能源運用：使用太陽能、風力、水力及磁力等環保能源
運用。太陽能以啟動燈源照亮太陽能板產生電力，水力可以
小固體(如綠豆)代替水…。除出發關卡外，綠色能源關卡需
自動啟動，否則不予計分，例如：於關卡運行中，若是至風
力關卡才以人為方式送風，則該關不予以計分；或是於關卡
運行中，至太陽能關卡才人為拿起光源照射，則該關不予以
計分。
2.3. 關卡創意性：該關卡具高度獨特性，且有多重機制。創意性
又可分為獨創性、多樣性及在地性等三項。關卡創意度加分
與否判定由裁判認定之。
2.4. 順暢度（穩定度）：
2.4.1. 失敗後不可重頭開始，若所有一次成功則可得順暢
度分數滿分 15 分。
2.4.2. 失敗後，關卡用手或其他物件使之前進則依『扣分
標準』扣分。
3. 關卡計算：為明確呈現關卡計算，因此本屆競賽需在不同關卡貼
上本活動網站上所提供下載列印之標籤貼紙，以支持評審明確
判斷關卡。貼紙需標明關卡數、關卡名稱、該關使用到的科學
原理，並貼上是否符合(A) 創意關卡 (B)綠色能源 (C)在地
性，於該項目後加以闡述。
4. 扣分標準：
4.1. 滯留性:
4.1.1. 機關停止(卡住) 以手推動機關：一次扣 1 分。
4.1.2. 動力組件掉落：移動物件掉落一次扣 2 分。
4.2. 安全性：嚴禁使用危險物品，如：火、化學腐蝕藥劑、危險
電力組件、生物以及會造成人員不適之過量聲光效果，如有
違規一次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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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指定關卡：若作品未包含該組別之指定關卡者，扣 10 分。
4.4. 關卡標籤: 一道關卡未貼標籤扣 1 分，扣至 10 分為止。
4.5. 作品限制: 作品超過限制面積者，扣 10 分。
4.6. 環境維持: 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清潔用品(如抹布)保持比
賽環境的整潔，環境髒亂(如垃圾、綠豆滿地，地板濕滑)之
隊伍，扣 5 至 10 分。
4.7. 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與家長未經允許擅自進入比賽會場經
舉發屬實者，一次扣 10 分。
※備註
 機構中使用綠色能源套裝組件時，不同關卡可重複使用相同原理
之組件。
 單一關卡若由綠色能源組件之零件及其他機關王零件組合而
成，該關卡亦視為符合綠色能源應用之原則。

五、評審作業
(一) 評審委員：聘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授及業界專家組成，並進行機關王
評審委員認證，以求本競賽裁判制度更臻完善。
(二) 初賽(審)：主辦單位將按該年度決賽場地大小及報名隊伍數之比例設定
過關隊伍門檻。
1. 評審重點：作品實體運作與設計理念說明（各隊必頇自行遴選隊
長，並由其代表解說該作品之設計概念）。
2. 競賽時間： 北區 2012 年 6 月 02 日 (星期六)
中區 2012 年 5 月 05 日 (星期六)
南區 2012 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3. 競賽地點：北區-國立科學教育館 7F 展覽場
中區-臺中女中 體育館
南區-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體育館
4. 評審方式：每組於規定時間內有一次評審流暢度的機會。
11:30-11:40 國小組；11:40-11:50 國中組；11:50-12:00 高中
職組。其餘的項目將於下午展開評分，各隊有四次評分機會，四
位評審會個別來評分一次。每位評審負責評不同的作品構面(科
學關卡 2 次，關卡創意性 1 次，綠色能源應用及流暢度 1 次），
請依照評審提問方向回答問題。
5. 結果公佈：競賽結束後一周內於網頁公告晉級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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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複審:
1. 書面審核繳交對象：晉級決賽隊伍。
2. 書面審核作品不限制與初賽或決賽作品相同，然以決賽作品為基
礎者較佳。
3. 評審文件：
作品創作歷程：包含決賽各關卡動線設計圖 (附件二)、決
賽關卡流程圖 (附件三)與作品說明書 (附件四)。作品說明書需
說明作品的獨創性、多樣性、在地性維和，並以科學原理分別闡
述作品所有關卡之作動方式，例如：重心、槓桿原理、能量轉換、
氣壓…等。若無較相關之原理，請單純解釋作動方式。作品說明
書內所附的影片連結，請確認按下網址可以直接看到影片，無頇
進行下載或安裝其他軟體，若影片網址無法直接連結者，評審將
認定為未附影片資料。
4. 截止收件時間：201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5. 繳交方式：至主辦單位官方網站進行上傳
（www.gogreenmech.org）。
6. 評審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 評審方式：由評審委員針對書面資料審查評分。
8. 結果公佈：審核後成績結合決賽實作成績，於競賽當天公佈名次。
※注意事項：評審資料恕不退件，如有需要請自行備份存留。
(四) 決賽：
1. 評審重點：作品實體運作與設計理念說明（各隊必頇自行遴選隊
長，並由其代表解說該作品之設計概念）。
2. 決賽作品不限制與書面審查、初賽作品相同。
3. 競賽時間： 2012 年 7 月 14 日。
4. 競賽地點：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體育館。
5. 結果公佈：競賽當天公佈冠、亞、季軍名單，其他獎項於競賽結
束後一周內於網頁公告，並於公佈後一個月內寄發獎狀。
6. 縣市代表隊名額：
國小組 – 5 隊、國中 – 5 隊、縣市高中(職) – 5 隊、
國立高中(職) – 2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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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分方式：
(一) 書面審查（作品創作歷程內容）
：占總分 20%
評分項目

百分比

1. 科學關卡

備註
結合不同科學原理運用為一關；如：科學原
理 A+B、A+B+C、A+C、B+C 等，若關卡重複
使用相同科學原理，該關卡則不列入計分。
國小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三項以上之科學原理為 5

50％

分；兩項科學原理為 3 分；一項科學原理為
1 分。
國中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三項以上之科學原理為 5
分；兩項科學原理為 3 分；一項科學原理為
1 分。
高中、高職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三項以上之科學原理為 3
分；兩項科學原理為 2 分；一項科學原理為
1 分。

2. 關卡創意性

30％

1.獨創性：他人沒有的設計（10％）；
2.多樣性：重複相同科學原理之關卡，但具
創意的表現方式，可於此創意多樣性表現項
目得 5 分/關卡至多 10 分。重複科學關卡在
科學關卡項目中不予計分（10％）；
3.在地性（10％）:表現地方性(含世界各地)
文化的特徵。

3. 綠色能源應用

10％

水力、風力、磁力、太陽能…等的能源應用。
若用乾電池請使用可充電之乾電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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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明文件完整性

10％

包括作品說明書、各關卡動線設計圖、流程
表與影音檔。

(二) 作品實體運作：決賽占總分 80%
評分項目
1. 科學關卡

百分比
40％

備註
同書面審查重點。
同書面審查重點。

2. 關卡創意性

30％

同書面審查重點。

3. 綠色能源應用

15％

同書面審查重點。

4. 流暢度（穩定度）

15％

七、報名資訊：
(一) 報名期間：2012 年 4 月 09 日開始報名，至 2012 年 4 月 27 日。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系統報名，概不受理其他方式報名。
1. 請指導老師至主辦單位官方網站（www.gogreenmech.org）註冊
會員帳號，線上進行報名。
2. 註冊會員需正確填寫個人資訊以及連絡方式，若因資料不齊全或
內容有誤造成訊息遺漏等問題請自行負責。
3. 報名時請選擇『GreenMech 機關王』選項進入報名，報名時頇填
寫以下資訊(參見附件一)，請填寫正確且完整的資料，若資料填
寫不齊全或內容有誤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4. 參賽隊伍需自行訂定『作品名稱』為隊伍名稱，為避免隊名重覆，
請勿以學校名稱命名該項作品，例如：勿以『大豐國小』作為作
品名稱。
5. 報名時參賽隊伍頇同意將作品所有權授權給主辦單位，並保證其
創作作品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報名手續才算完成。
(三) 報名費用：
1. 報名初賽之隊伍需於報名後，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初審作品審查
費新台幣壹仟元(NT1,000)整。
2. 晉級決賽之隊伍需於複審(書面審查)前繳交作品審查費新台幣
參仟元(NT3,000)整(海外隊伍 USD100)，請於晉級隊伍名單公佈
後兩週內完成匯款事宜。
3. 請於匯款後，將匯款收據黏貼於初/複審參賽費匯款明細(附件
9

2012 年 03 月 19 日

五，亦可於活動網頁下載)，填妥資料傳真至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傳真電話：(02)2394-6832。
匯款資料如下：
※劃撥帳號：1923-2015

戶名: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注意：若無法在期限內完成繳費手續者，將喪失參加決賽資格。
(四) 學生組報名隊伍需由各學校或機關、團體推薦，請避免重複報名。
如果重複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報名網站作更正，逾期未更正、
或以其他方式報名者，概不受理。
初賽時，報名組成 10 隊以上即視為團體會員。
(五) 對於報名事宜有疑慮者，可電洽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聯絡電話: (02)2351-6411

傳真: (02)2394-6832

八、獎勵
(一) 獎勵方式：以下所列之獎項，主辦單位保有最後修改及調整之權利。
主辦單位可依照隊伍報名狀況，合併或增設組別獎項。
1. 本獎勵之設計為參賽者在團隊設計創作、設計精神表徵、成品可
實作性上總表現最優異之作品，頒予個人獎狀乙紙，並頒予獎金
以茲鼓勵，並由帶隊老師代表簽名領取，惟主辦單位得視該年度
競賽隊伍數量及其成績表現，酌以增減得獎名額。獎項如下：
總積分

獎金金額

名額

冠軍

單隊新台幣五萬元整

各組一隊

亞軍

單隊新台幣三萬元整

各組一隊

季軍

單隊新台幣一萬元整

各組一隊

2. 另設：
獎項名稱
科學應用創新獎 金牌
科學應用創新獎 銀牌
科學應用創新獎 銅牌

獎金金額
新台幣 7000 元整
新台幣 5000 元整
新台幣 3000 元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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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創新設計獎 金牌
綠能創新設計獎 銀牌
綠能創新設計獎 銅牌
書面創新歷程獎 金牌
書面創新歷程獎 銀牌
書面創新歷程獎 銅牌
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
金牌
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
銀牌
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
銅牌

新台幣 5000 元整
新台幣 3000 元整
新台幣 1000 元整
新台幣 5000 元整
新台幣 3000 元整
新台幣 1000 元整
新台幣 5000 元整

各組一隊
各組二隊
各組三隊
各組一隊
各組二隊
各組三隊
各組一隊

新台幣 3000 元整

各組二隊

新台幣 1000 元整

各組三隊

3. 為避免賽後爭議，競賽各組之冠、亞、季軍隊伍之得獎作品需於
賽後配合主辦單位錄製其作品運作過程，以供存查。
4. 得獎隊伍需依照主辦單位規定，於指定日期至指定地點架設得獎
作品，參與指定天數的展期，不配合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隊
得獎獎金。
5. 競賽結束後將於決賽當日舉行頒獎典禮並公布冠、亞、季軍名
單，其他獎項於競賽結束後一周內於網頁公告。
6. 賽後主辦單位將發信索取指導老師(家長)之銀行戶頭，以匯款方
式發放獎金。
7. 所有參賽者必頇參加頒獎典禮，若不克出席領獎將取消得獎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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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2 世界機關王大賽活動流程表
各區初賽比賽流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08:30~09:10

報到

檢查攜帶物品，所有入場物品需於
9：10 前檢查後，方可入場。

09:00~09:10

比賽解說時間

包括禁止事項以及其他相關規範。

09:10~11:30

組裝及自行測詴時間

11:30~11:40

國小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分

國中組、高中職組繼續組裝

11:40~11:50

國中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分

高中職組繼續組裝

11:50~12:00

高中職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
分

12:00~12:50

用餐時間

12:50~13:00

參賽隊伍集合

13:00~16:30

評審時間

16:30~17:00

評審討論時間

17:00~17:30

成績計算

各隊自行用餐、評審集合分組。
作品前就位，未開始計時不得觸碰
作品。
按隊伍順序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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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比賽流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08:00~08:40

報到

檢查攜帶物品，所有入場物品需於
8：40 前檢查後，方可入場。

08:40~09:00

開幕典禮

09:00~09:10

比賽解說時間

09:10~11:30

組裝及自行測詴時間

11:30~11:40

國小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分

國中組、高中職組繼續組裝

11:40~11:50

國中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分

高中職組繼續組裝

11:50~12:00

高中職組 第一次順暢度評
分

12:00~12:50

用餐時間

12:50~13:00

參賽隊伍集合

13:00~16:30

評審時間

按隊伍順序評審。

16:30~17:00

評審討論時間

討論出隊伍名次。

17:00~17:30

成績計算

17:30~

頒獎

長官致詞。
包括禁止事項以及其他相關規範。

各隊自行用餐、評審集合分組。
作品前就位，未開始計時不得觸碰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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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作品所有權：
1. 主辦單位基於宣傳等需要，對獲獎作品有修改、攝影、出版、著
作、展覽、生產及其他圖版揭載等權利，獲獎者不得提出異議；
並於必要時，主辦單位得針對獲獎作品進行衍生設計，獲獎者應
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
2. 獲獎作品及檢附之資料將保存於主辦單位，且其著作財產權歸主
辦單位所有，並由執行單位代管。
3. 其他：獲獎作品及檢附之資料將保存於執行單位，且其著作財產
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由執行單位代管。

(二)

其他：
1.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之決定，評分過程中若對關卡認定有任何
疑問，必頇立即詢問評審委員，主辦單位不受理競賽後之爭議。
2. 作品製作期間嚴禁使用手機通話，違反者將取消競賽資格（以手
機震動啟動關卡除外）。蓄意破壞其他組別作品，遭檢舉且經查
證屬實隊伍，將取消競賽資格。
3. 評審期間，所有隊伍禁止以任何形式影響其他隊伍評分，若經檢
舉查證屬實，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 其他注意事項和活動的最新公告，請隨時參考活動網站：
http://www.ccda.org.tw 或 http://www.gogreenm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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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報名資訊參照表
活動名稱：
隊員人數：

2012 世界機關王大賽
（必填）

報名區域：

北區、中區、
南區

學籍分組：

國小、國中、

隊伍名稱：

高中、高職

(同作品名稱)

（必填）

參賽者資料：（最多四位，最少二位）

隊員 1

姓名：

性別：

生日：

衣服尺寸：

學校/服務單位：

年級：

電話：

電子信箱：

監護人：

隊員 2

姓名：

性別：

生日：

衣服尺寸：

學校/服務單位：

年級：

電話：

電子信箱：

監護人：

隊員 3

姓名：

性別：

生日：

衣服尺寸：

學校/服務單位：

年級：

電話：

電子信箱：

監護人：

隊員 4

姓名：

性別：

生日：

衣服尺寸：

學校/服務單位：

年級：

電話：

電子信箱：

監護人：
指導老師(家長)資料：
（以下所有資料為必填）
※注意：每隊伍僅提供指導老師(家長)乙件衣服，以報名帳號者尺寸為準。第一位指導老師資料由電腦自動用報名帳
號的資料填入，若有第二位指導老師(家長)，請務必於線上報名時填妥以下資料，謝謝！
姓名：

1.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2.(必填)

服務單位：

1.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2.(必填)

連絡電話：

1.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2.(必填)

手機號碼：

1.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2.(必填)

電子信箱：

1.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2.(必填)

獎狀寄送地址：

電腦自動載入報名帳號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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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移動方向

國小組

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
大賽

2012

各關卡
動線設計圖

編號：NExxxxxx
作品名稱(隊名)：
範例作品

附件二、各關卡動線設計圖（範例）

3.

第三關：風火輪
科學原理：
在

地：

創

意：

綠

能：水力

1.

第一關：孔雀開屏
科學原理：重力+骨牌效應

2.

在

地：

創

意：

綠

能：

第二關：重力槌
科學原理：槓桿+重力
在

地：

創

意：

綠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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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關卡流程圖（範例）

2012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大賽
國小組 編號：NExxxxxx

隊伍名稱：範例作品流程圖

第 一 關：孔雀開屏
科學原理：重力+骨牌效應
在
創
綠

地：
意：
能：

球

第 二 關：. 重力槌
科學原理：槓桿+重力
在
地：
創
意：
綠
能：

槌子按下開關

第 三 關：風火輪
科學原理：
在
地：
創
意：
綠

能：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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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作品說明書

2012 世界機關王大賽
隊伍編號

作品說明書

學校

作品名稱

作品總關卡數

參賽者姓名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請以科學原理分別闡述作品所有關卡之作動方式，例如：重心、槓桿原理、能量轉換、氣壓…等。若
無較相關之原理，請單純解釋作動方式。請以照片及影片(各關卡獨立)方式記錄各關卡之運作，影片
請事先上傳至 YOUTUBE 等網路空間，並將連結網址附於關卡照片下方或是將照片做超連結處理。並
於下方格子內附上該作品整體運作之影片檔連結網址。
作品整體運作之影片檔連結網址：
獨創性：請闡述哪一關符合獨創性，獨創之處為何。

多樣性：請闡述哪一關符合多樣性，多樣之處為何。

在地性：請闡述哪一關符合在地性，在地之處為何。

關卡 1－關卡名稱：

科學原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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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動傳輸的原理說明：

（請貼上關卡照片及影片檔連結
網址）

關卡２－關卡名稱：

科學原理：
作動傳輸的原理說明：

（請貼上關卡照片及影片檔連結
網址）

關卡３－關卡名稱：

科學原理：
作動傳輸的原理說明：
（請貼上關卡照片及影片檔連結
網址）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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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初/複審參賽費明細表

2012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大賽
初/複審參賽費明細
序

學校

作品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計

隊

A 本次匯款共計：隊伍數

組，金額

元

B 繳費方式：請至郵局劃撥並將收據黏貼於訂購單上。
帳號：1923-2015

戶名：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C 請填妥資料及黏貼收據後，傳真至：02-2394-6832
若您於傳真 24 小時後未接獲確認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請來電 02-2351-6411 告知。
(週一至週五 AM09:00~12:00，PM13:30~18:00)

D 基本資料(請詳細填寫，以利作業)
〃聯絡人：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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