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哇?愣！瓦楞我不愣、桃園玩瓦楞！』 
 

「2020桃園市青年盃在地循環材料文創競賽」 

 
競賽簡章 

 

本年度在地循環材料主題：瓦楞紙 

 

 
 

指導單位：教育部、經濟部工業局、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廣告 

承辦單位：開南大學 

協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服務志工)協進會 

社團法人中華職能應用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應用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中小企業服務協會 

 

 

 

辦理期間：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 0 9 年 1 2 月 3 0 日 



 

一、 競賽名稱：2020桃園市青年盃在地循環材料文創競賽 

 

二、 目標： 
協助青年突破困境，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及在地產業優勢，針對環境變動

下之挑戰找尋因應之道，提倡自我學習能力與實作技能，並促進青年創業

及發展創新產業。 
為鼓勵學子針對在地循環材料，以文創創作方式提出具創新、創意的產

品，充實創新研發之能量，強化學生團隊合作及創業之能力，以提升台灣

未來產業價值，並符合循環經濟之內涵。 

本次競賽採用台灣本地生產之瓦楞紙作為創作素材，冀望透過此次辦理瓦

楞紙文創設計競賽及文創設計工作坊，激盪出不同的創意能量，為國內文

創產業帶來嶄新的創意推動力量，活絡臺灣文創產業發展。 

結合眾籌平台，為參與競賽團隊提供市場試探及顧客意願測試之機會，加

速創業機會之評估及可行性。 

 

 
 

三、 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12月 

四、 辦理地點：開南大學 
 

五、 競賽分組： 



 

(一) 高中職組：每組指導教師二人(含)以下，在校學生五人(含)以下。 

(二) 大專組：每組指導教師二人(含)以下，在校學生(含大專生、碩士生

及博士生)五人(含)以下。 

 

六、 活動報名機制： 

(一) 本競賽免收報名費。 

(二) 請備妥「報名表」(附件 1)一式一份、「作品設計說明書」(附件 2、含設

計圖及成品照片三張)一式四份、「參賽同意書」(附件 3) 一式一份、「個

人資料使用同意書」(附件 4)一式一份、「著作授權同意書」(附件 5)一式

一份，至於信封中，並將「信封封面暨報名資料文件確認表」(附件 6)
填寫完成後黏貼於信封正面後，於報名期限內(109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5
點前，以郵戳為憑)寄至承辦單位。 

報名資料寄送地址：桃園市蘆竹區開南路 1號 

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孫國勛先生收 

連絡電話：03-3412500分機 7932，09-28276675 

聯絡電子郵件：kssun@gapps.knu.edu.tw 

(三) 同時請於報名期限內於本競賽網路報名表單完成報名。 

(四) 如有缺件或資料缺漏，承辦單位將儘速以電子郵件通知「團隊主要聯絡

人」補件或補正，若未能於報名期限內完成視為喪失參賽資格。 

(五) 參賽之個人僅能參加一組作品參賽，每一位指導老師最多可指導二組作

品參賽。 

(六) 本競賽相關網址及 QR-CODE 如下： 

功能 網路報名表單 簡章及報名用檔案下載 官方粉絲頁 

網址 https://reurl.cc/Q33xXb https://reurl.cc/n05jDl https://reurl.cc/R1bllZ 

二維碼 

   

 
七、 競賽評審流程： 

(一) 初賽：採書面審查。 

1. 評審標的：作品設計說明書(如附件 2，含成品照片三張)、設計圖。 

mailto:kssun@gapps.knu.edu.tw
https://reurl.cc/Q33xXb
https://reurl.cc/n05jDl
https://reurl.cc/R1bllZ


 

2. 成品須以瓦楞紙為主要材料，歡迎設計為可以由使用者 DIY(Do It 
Yourself)之產品。外觀尺寸建議於收納完成後之長/寬/高各小於一公

尺(但不列入計分)。 

3. 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依評審項目給分。 

4. 總分達 80 分(含)以上的作品由承辦單位於 109 年 11 月 12 日以電子

郵件通知入圍決賽，並公告於本競賽之官方網頁。 

5. 所有參賽文件不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 

6. 所有完成報名之參賽隊伍均由承辦單位發給參賽證明(所有指導老師

及隊員每人一份)。未入圍決賽者以郵寄方式寄送，入圍決賽者則於

決賽時轉交。 

7. 初賽評審項目與比重： 
評審項目 比重 

創意歷程（含調查） 30% 
創意特色 30% 
可行性 30% 

作品設計說明書(圖)完整性 10% 
總計 100% 

 

(二) 決賽評審：採現場作品展示及現場簡報 

1. 評審標的：實作作品及現場簡報表現。 

2. 決賽參賽隊伍須於 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將決賽簡報及展示

用海報檔案上傳至指定網路位置，逾時未寄者，請自行帶至會場。 

3. 預定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舉行決賽評審，由主辦單位聘

請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進行現場評審。 

4. 決賽產品展示：競賽入圍隊伍均須配合競賽活動的規劃至決賽現場

(主辦單位指定之位置)並完成實體作品展示、簡報說明(請自行攜帶

筆記型電腦)及製作海報展覽。各隊須將作品實物攜帶至決賽現場，

並製作 210 公分(高)*80 公分(寬)海報一張(四角分別鑲入金屬環，金

屬環內徑需超過 1.5 公分)，承辦單位將提供每組 X 型展架一個及桌

子一張，以供各組做產品展示，於評審同時亦供活動參與者參觀與

觀摩。各組須於決賽當日上午 09:00 前完成產品展示現場之佈置。

各組須自備展示作品用之桌巾。 

5. 所有完成決賽程序之隊伍由承辦單位發給入圍證明(所有指導老師及

隊員每人一份)。 



 

6. 未依規定完成產品展示或評審程序者，視同放棄參加競賽，執行單

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7. 決賽評審項目與比重： 
評審項目 比重 

創意與實用性 35% 
商品化可行性 35% 
現場簡報表現 30% 

總計 100% 

 

(三) 決賽當日同時辦理開放式工作坊，請所有參加決賽之人員於網路報名工

作坊以便提供午餐。 
工作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33gR0 

QR-CODE： 

 

 

(四) 頒獎： 

1. 評審當日即公告得獎名單，邀請貴賓頒給獎盃及獎金，並頒發獎

狀，會後並將得獎結果以公函通知所屬學校。  

2. 獎勵：每組預計各取金牌獎一組、銀牌獎一組、銅牌獎一組、優等

獎及佳作若干組，預計獎金如下表(單位：新台幣)。 
競賽類別 獎項 名額 指導老師獎金 參賽學生

獎金 
獎狀 

高中職組 金牌獎 1 組 10,000 12,000 每人一紙 
銀牌獎 1 組 6,000 8,000 每人一紙 
銅牌獎 1 組 6,000 6,000 每人一紙 
優等獎 若干組 5,000  
佳作 若干組 2,000  

大專組 金牌獎 1 組 10,000 12,000 每人一紙 
銀牌獎 1 組 6,000 8,000 每人一紙 
銅牌獎 1 組 6,000 6,000 每人一紙 
優等獎 若干組 5,000 每人一紙 
佳作 若干組 2,000 每人一紙 

獎金依所得稅法需扣繳個人綜合所得稅。 

https://reurl.cc/Q33gR0


 

(五) 決賽流程表： 
時間 文創競賽 工作坊 

08:00-08:30 活動準備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1. 主持人及介紹貴賓 

2. 主席致詞 

3. 貴賓致詞 

4. 主辦單位介紹活動流程及關規定 

09:30-10:00 茶點時間 

10:00-12:00 大專組決賽評審 演講：瓦楞紙之特性及工藝製作技法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高中職組決賽評審 演講：瓦楞紙文創作品實例及商品化 

15:00-16:00 分數計算及名次確

認 

演講：文創產品行銷：利用眾籌平台 

16:00-17:00 頒獎典禮及閉幕式 

 

八、 注意事項： 
(一) 參加競賽作品須由參賽者自行創作，絕無模仿或抄襲行為，不曾參

加過相關設計競賽，且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

若有涉及著作權、專利權之侵害，承辦單位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

回已頒發獎金，若有相關法律責任問題，一概由參賽者自行承擔。 

(二) 參賽者須配合提供作品資料，執行單位(含指導單位、承辦單位及協

辦單位)有權收錄參賽作品之照片、影像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作

為攝影、宣傳、展覽、製作及出版特輯等，為此次設計競賽宣傳活

動之用。 

(三) 執行單位對得獎作品保有各種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

展覽與學術推廣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四) 競賽或展覽期間，若設計作品遭他人仿冒，執行單位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 

(五) 比賽之各獎項，評審團隊可視徵件作品狀況，決議以從缺辦理。 

(六) 報名參選者，視為認同本競賽簡章一切規定，對本競賽評審結果、

作品陳列、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得獎者一經發現違反競賽

規則，執行單位有權取消其獎項資格及各項權利。 

(七) 執行單位得於競賽過程中進行錄影或網路直播，並得將錄影檔案作

為執行單位之線上教育平台資料庫資料或進行網站同步網路直播。 

(八) 執行單位所建立報名者基本資料，得保存使用，並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範辦理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運用。 



 

(九) 本競賽如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執行單位有權決定取

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十)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執行單位依需要修訂並公告於官方粉絲

頁，不再個別通知。 

 
九、 附件： 

1. 報名表 
2. 作品設計說明書 
3. 參賽同意書 
4.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5. 著作授權同意書 
6. 信封封面暨報名資料文件確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