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辦法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活動目的：為鼓勵學生發揮創造能力，完成富有創意與人文藝術表現之創意設計構想，進

行商品之創意發想繪圖與創意競賽，以此競賽激發大學校院學生完成富有原

創構想與實用性之創意作品。 

主辦單位：遠東科技大學  三創教育中心。 

參賽資格：本校在學日、夜間部所有學生，可以個人組或團體組方式報名，而團體組之

隊上人數需二人(含)以下。 

參賽辦法： 

1. 本競賽分二階段實施，採線上報名並繳交紙本方式評選，以書面創意構思提案參加第

一階段初賽，評審優良得獎作品進入第二階段決賽，入圍決賽隊伍以簡報及評審問答

方式進行決賽評審。 

2. 本競賽以健康照護、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為主題，設計具有特色之創意用

品、造型、功能等，並以完成之設計圖稿與創作說明為參賽作品。設計元素不限，可

為具體之物體或是抽象之意函。 

3. 個人或團隊可重覆報名，不限件數，但每人或團隊得獎數以最佳成績作品二件為限。 

4. 本次競賽活動列入本校公民護照創意實作成績計算，須上傳創作說明書 PDF 檔，且完

成繳交創作說明書紙本才可認列。(參加未得獎者最高認列 4 件作品，每件 8 分，共計

32 分，依通識中心公民護照辦法規定) 

 

繳件日期： 

第一階段初賽：線上登記報名並繳交紙本 
1. 請至三創教育中心網站(http://203.68.156.142/idea2019)報名，即日起至

108/04/29(一)17:00 止完成線上報名，並上傳創作說明書，同時將創作說明書紙本(附件

二)繳交至三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TEL：內線 7921，三德樓九樓)，逾期不予受理。 

(須以上傳創作說明書 PDF 檔，且須完成繳交創作說明書紙本才可認列公民護照)。 

(JPG 轉 PDF 網上應用程式網址: https://smallpdf.com/zh-TW/jpg-to-pdf) 

2. 第一階段「創作說明書」，凡是可解決或改善生活問題，或增進生活品質上之任何創意

用品、方法或新奇點子，均適合本項競賽。請參賽隊伍將創意構想繪製在 A4 紙張上，

並在紙張上作創意說明，內容包含：a.競賽主題、b.作品名稱、c.創作特色說明、d.作品

構圖；圖示部分可用電腦輔助立體圖、工程圖、鉛筆畫稿、以水彩或油墨之上色畫稿、

或成品影像圖等方式表現繳交。(每件作品請勿超過三張，並請勿在紙張上留下個人或

團隊之姓名或記號) 。 

3. 初賽會由專業評審選出 80 件作品進入第二階段決賽，訂於 108/05/03(五)前完成評審，

並於競賽官網公佈入圍決賽名單。 

 

第二階段決賽：簡報報告 

1. 決賽簡報檔請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至競賽官網，決賽時間預訂在

108/05/15(三)9:00，於本校三德樓九樓三創教育中心演講廳進行。 

2. 此次參賽者的決賽簡報，請以 PPT 檔上傳，上傳賽簡報檔版本勿高於 office 2013 版。 

3. 每隊報告 3 分鐘及評審問答 2 分鐘，可配合繪圖圖檔、海報、動畫、情境表演、作品

模型等適當介紹解說方式來進行。 

 



 

頒獎日期： 

1. 預定於第 16 週(108 年 6 月 3 日-108 年 6 月 6 日)依當時狀況決定日期，於三德樓 9F

三創教育中心(演講廳)舉行。 

2. 三創教育中心會為出席的同學辦理公假。 
 

評審辦法：由本中心敦聘相關技術之專業人士評審。 

 

評審方式： 

第一階段初賽 
1. 創意特色：具有原創構想或具有進步性創新概念之特色 40%)。 

2. 實用價值：具有產業上的利用價值，可具體實行 40%)。 

3. 主題適切：以健康照護、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為主，符合本次競賽主題(20%)。 

第二階段決賽 
1. 創意表現：具有原創構想或具有進步性創新概念之特色(40%)。 

2. 實用價值：具有產業上的利用價值，可具體實行(40%)。 

3. 現場整體表現：口頭報告清楚完整、工具應用(電腦簡報製作、海報、模型、其他表現

方式等運用) (20%)。 

 

獎勵辦法： 

1. 第一名(取 1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伍仟元整，並記小功乙次。 

2. 第二名(取 1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參仟元整，並記小功乙次。 

3. 第三名(取 1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壹仟元整，並記小功乙次。 

4. 優  等(取 7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伍佰元整，並記小功乙次。 

5. 佳  作(取 20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貳佰元整，並記嘉獎兩次。 

 

☆以上禮券可為百貨公司、超商、大賣場、量販店、連鎖店、圖書文具店等之禮券。 

☆獲獎之指導教授學校將頒發給於指導獎︰獎狀乙只，以資鼓勵。 

☆獲得前三名者，指導獎可計入教師評量給分。 

☆得獎作品可提出專利申請，若通過校外及校內審查，則由學校全額補助申請費用，且可 

獲得專利申請獎學金，發明專利 3000元，新型專利 2000元。 

☆依規定在台灣停留未滿 183 天之學生，所獲得獎金必須繳納 20%稅金。 

 

得獎公佈日期：108/05/27(一)公佈在本校競賽官網。 

附    註： 

1. 比賽得獎作品如有抄襲，經查屬實者，依法歸還所有獎勵。 

2. 比賽得獎作品得以被推薦參加全國或國際性創意發明競賽。 

3. 比賽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於遠東科技大學，如有符合專利申請要件且經本校審查

合格者，得依法提出專利申請，申請及維護等相關費用均由本校負擔，專利申請權依

法歸屬本校。 

4. 比賽未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創作人。 

5. 比賽未得獎作品若經過修改加強新穎性與進步性後，亦可經由本校提出專利申請，惟

仍須經本校審查合格者，申請及維護等相關費用均由本校負擔，專利申請權依法歸屬

本校。 

6. 競賽作品於競賽期間結束後，統一於本校三創教育中心公開展示與保存，三創教育中

心得自由免費展示參賽作品之實物、照片、說明文件等相關資料，作為展覽、宣傳、

攝影等用途。 

7. 相關網站查詢與報名表下載：http://203.68.156.142/idea2019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08/04/29 (ㄧ)17:00 前以 pdf 檔上傳，並繳交紙本至至三德樓 9F 三

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108/05/03(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創作說明書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 □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作品名稱：拐杖椅子         
創作特色說明： 
1. 協助腳部不便之人使用。 

2. 走路走累了，可隨時將椅子掀開方便休息。 

3. 具備拐杖和椅子的雙重功能。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當拐杖用 當椅子用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08/04/29 (ㄧ)17:00 前以 pdf 檔上傳，並繳交紙本至至三德樓 9F 三

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108/05/03(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創作說明書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 ■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作品名稱：會發光的羽毛球               
創作特色說明： 
1. 很多人白天都上班、上課到了下班或放學時才有時間運動，但常

常是打不了多久天就黑了，就看不見擊球。朋友喜歡晚上打羽毛

球，鍛煉身體。 

2. 如今有了能發光的羽毛球，您再也不會因為天黑看不見而不能盡

興，您可以在夜晚或光線不足的地方盡情揮舞手中的球拍。(如

圖所示之指標 1之處)。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1.發光處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08/04/29 (ㄧ)17:00 前以 pdf 檔上傳，並繳交紙本至至三德樓 9F 三

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108/05/03(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創作說明書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 □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作品名稱：三合一旋轉削皮器            
創作特色說明： 
1. 多功能削皮器，三種刀片削皮切絲皆適用。 

2. 掌心大小，好拿握，旋轉式設計，使用時隱藏其於兩刀片，安全

無虞。 

3. 側邊有壞點去除設計，方便去掉蔬果芽邊。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08/04/29 (ㄧ)17:00 前以 pdf 檔上傳，並繳交紙本至至三德樓 9F 三

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108/05/03(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創作說明書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 □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作品名稱：寵物糞便清理盒         
創作特色說明： 
1. 本件作品由紙盒,剷板與拉繩所構成，當帶寵物外出的時候，它

能幫助飼主更方便更衛生的清理寵物的糞便排泄物。 

2. 而本裝置不但適合攜帶外出，同時也非常的經濟環保。 

3. 本件發明對寵物的飼養有高度的實用性，是一件具備高度市場價

值的作品。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紙盒 

拉繩 

糞便 

剷板 

紙盒 

拉繩 



附件二：創作說明書(請於 108/04/29 (ㄧ)17:00 前以 pdf 檔上傳，並繳交紙本至至三德樓

9F 三創教育中心辦公室收，108/05/03(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

於 108/05/13(一)9:00 前上傳)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19年 Good Idea創意構想競賽創作說明書 
競賽主題：□健康照護 □運動用品□餐廚用品□寵物用品 

作品名稱：                   
創作特色說明： 

                               

                        

                        

作品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