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樹德流通盃」 

全國高中職專題企劃競賽 

壹、競賽目的 

    2023 年「樹德流通盃」全國高中職專題企劃競賽的主要目的在於激發學生

創意思維，培養學生創新與實踐的能力。學生藉由參加這個比賽，可以更深入了

解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並將這些知識運用到專題研究和企劃書當中。 

    此外，本比賽也著重在幫助學生們提升競爭力，以應對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

在全球化的時代，學生們需要具備創新和實踐的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

而出。同時，此比賽也提供了學生們展示才華的平台。透過比賽，學生們可以向

評審和其他參賽者展示自己的創意和才華，並得到肯定和鼓勵。對學生來說，這

不僅是三年學習成果的總結，更是一個寶貴的經驗和機會，可以幫助他們在未來

的職業生涯中更快地成長和發展。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二、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參、參加對象 

以全國高中職學校 2-3年級學生組隊參加。 

 

肆、參賽資格 

一、以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為對象。參賽之隊伍成員以學生 2 至 5 名為一組。

參賽之隊伍成員可跨校或跨科組，每名學生限報名 1組，如參賽 2組以上取

消該生參賽資格。 

二、決賽之參賽學生及指導教師須一致，於報名後即不得更換、亦不可更換參賽

組別及群別。每組指導老師上限為 3人，技專校院教師不得列為指導教師第

一順位，且以 1位為限。 

三、如參賽學生因個人因素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如生病或其他重大事項)欲請假或

放棄參與決賽之權利，須於決賽前由該組學生提出請假要求，並檢附該學生

之證明文件或親簽同意書。 

 

 



伍、競賽時程 

一、報名截止： 112 年 3 月 26 日(日) 23:59止 

二、初賽審查： 112 年 3 月 27 日(一)至 30 日(四) 

三、決賽公告： 112 年 3 月 31 日(五) 

四、決賽收件： 112 年 4 月 7日(五) 17:00止 

五、決賽舉辦： 112 年 4 月 10 日(一) 9:00 - 12:00 (註: 如因疫情無法舉

辦得以線上評審進行決賽評審) 

 

陸、競賽群別與代碼 

競賽群別 代碼 競賽群別 代碼 

商業與管理群 A 設計群、藝術群 D 

餐旅群 B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E 

電機與電子群 C 其他 F 

***其他(限家政群、外語群、農業群、食品群、水產群、海事群等) 

 

柒、參賽組別 

本活動分成專題組與創意組兩組。主題不限。 

 

    (一)專題組 

1.每件參賽作品以 2至 5位在學學生報名。 

2.小論文、專題、各式企劃書皆可報名參加。 

3.請以 PDF檔繳交。 

 

(二)創意組 

1.每件參賽作品以 2至 5位在學學生報名。 

2.創意組格式不限 

3.請以 PDF檔檔繳交。 

4.決賽時請提出作品。 

 

 

 

 

 

 

 



捌、 報名方式 

一、初賽 

(一) 112 年 3 月 26 日(日) 23:59止，線上繳交專題電子檔(格式不限) 

(二) 報名投稿：https://forms.gle/1i2qCBwSyN48FeM2A 

 

投稿專用 QR 碼 

(三) 繳交資料： 

1.報名表：檔案名稱為「群別代碼_作品名稱_報名表」，請上傳 A4 PDF

檔，詳如附件。 

2.專題 PDF 檔：檔案名稱「群別代碼_作品名稱_專題內容」，請上傳

A4直式 PDF檔。 

二、決賽 

(一) 決賽公告： 將於 112 年 3 月 31 日(五)公布在樹德科大流通系網

(https://www.dm.stu.edu.tw/)，並以 E-MAIL郵件寄送決賽相關訊息至組

長的信箱。 

(二) 決賽簡報電子檔，請於 112 年 4 月 7 日(五) 17:00 前，繳交至：

kuang888@stu.edu.tw 

(三) 決賽為「現場報告」，請同學全員參與決賽簡報。決賽場地與規定會以

E-MAIL郵件寄送至組長信箱。如有創作品(實體作品、影片或是音樂等)，請

在決賽時一併呈現，可以幫助評審更了解你們的作品。 

 

※初賽、決賽及成績公告網址： https://www.dm.stu.edu.tw/  

 

 

 

 

 

 

 

 

 

https://forms.gle/1i2qCBwSyN48FeM2A
https://www.dm.stu.edu.tw/
mailto:kuang888@stu.edu.tw
https://www.dm.stu.edu.tw/


賽程 內容 時間 

報名 

繳交報名表及企劃書電子檔或論文 (含封面與附

件)。收件：https://forms.gle/1i2qCBwSyN48FeM2A 

 

投稿專用 QR 碼 

112 年 3 月 26 日
(日) 23:59 止 

初賽 
1.簡報檔或論文由相關專家學者進行交叉審核。 
2.公佈決賽名單：https://www.dm.stu.edu.tw/ 

3/31 公佈入圍 

決賽 

1.決賽簡報檔(Power Point 簡報檔)收件：4/7 下午五

點截止收件。收件信箱：kuang888@stu.edu.tw 
2.決賽地點於樹德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4 樓流通管理

系 T308 階梯教室 

4/7  簡報繳交 
4/10  09:00 報到 

 

玖、評審標準 

初賽 專題組 創意組 

創新性 30% 40% 

完整性 30% 30% 

邏輯性 30% 10% 

文獻與格式 10% -- 

商品可行性 -- 20% 

決賽(口頭問答) 專題組 創意組 

應用及整合性 30% 30% 

創新性及表達能力 30% 30% 

問答流暢性與台風表現 40% 40% 

 

 

https://forms.gle/1i2qCBwSyN48FeM2A


拾、活動獎勵 

第一名： 2 名、頒給獎狀及獎金 5,000 元。  

第二名： 4 名、頒給獎狀及獎金 3,000 元。 

第三名： 8 名、頒給獎狀及獎金 1,000 元。  

決賽佳作： 若干名、頒給獎狀。  

(主辦單位得依報名組數依比例分配獎勵) 

拾壹、聯絡對口： 

相關事宜如有任何疑義請洽樹德科大流通管理系 

TEL：07-6158000轉 4502 公務信箱：dm@stu.edu.tw 

Fax：07-6158000轉 4599 

1. 系助理 嚴大貞小姐    分機：4502  信箱：jmtf@stu.edu.tw 

2. 專責老師 侯韋光 老師 分機：4514  信箱：kuang888@stu.edu.tw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加競賽作品如已在其他比賽獲獎仍可參加本競賽。 

(二)競賽不需負擔任何參賽費用(免費參加)。 

(三)本系若發現參賽作品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且經評審委員查核屬實

者，應取消其參賽資格。若已得獎者應撤銷其所有獎勵並追回相關獎狀，

並對該參賽作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酌予處分。 

(四)有申請專利價值者，請務必於參加複賽公開前即提出專利申請。若公開

後才提出專利申請，則此專利申請案將不具新穎性，決賽審查時可能會

被核駁，且他人可能舉發來撤銷專利權。 

(五)參賽作品若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由參賽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並依法歸還所有獎勵。 

(六)各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權益，歸屬參賽隊伍個別擁

有，惟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授權本會，為非營利之目的，展

示參賽作品之實物、照片、說明文件等相關資料，包括於重製、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及公開展示之權利，本會亦有轉授權之權利。 

(七)參賽作品如進入決賽，若有特殊用電需求，須於報名時於報名表勾選申

請，如未事先申請，現場不受理。 

(八)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計畫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本會

保留各項競賽辦法解釋之權利，相關內容請注意本中心網站公告。 

(九)參賽作品上傳資料請自行備份，主辦單位不退回。 

(十)競賽團隊作品之著作權，應無償授權主辦單位辦理刊登、展示及推廣教

育等用途。 

(十一)本競賽將依照衛福部公告之「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辦理。 

mailto:dm@stu.edu.tw
mailto:jmtf@stu.edu.tw
mailto:kuang888@stu.edu.tw


 

2023 「樹德流通盃」全國高中職專題企劃競賽

報名表 
 

參賽編號_________________(主辦單位填寫) 

請勾選參賽群別  

競賽群別 代碼 競賽群別 代碼 

 商業與管理群 A  設計群、藝術群 D 

 餐旅群 B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E 

 電機與電子群 C  其他 F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指      導      教      師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手機號碼 E-Mail 

    

    

    

參      賽      學      生 

學生姓名 就讀科別/
年級/班級 手機號碼 E-Mail 

(組長)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