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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競賽規則 

壹、 依據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實

施計畫。 
二、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 

貳、 佈展須知 
表 1佈展流程表 

時      間 說明(專題組及創意組皆為同時段) 地點 

17：00-18：00 

報到 

(領取資料)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

電子群、設計群、藝術群 
本校體育

館1樓報

到處 

17：15-18：15 
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商業

與管理群、外語群、農業群 

17：30-18：30 
食品群、家政群、海事群、   水

產群、餐旅群 

17：00-18：00 

佈展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

電子群 

本校體育

館4樓 

17：00-18：30 設計群、藝術群 

17：15-18：15 
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商業

與管理群、外語群、農業群 

17：30-18：30 
食品群、家政群、海事群、    

水產群、餐旅群 

18：00-19：00 

規格及 

安全審查 

(時間暫定)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

電子群 

本校體育

館4樓 

18：15-19：15 
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商業

與管理群、外語群、農業群 

18：30-19：30 

食品群、家政群、海事群、   水

產群、餐旅群、設計群、藝術

群 

      5月4日(星期四)之佈展流程包括報到、佈展、規格及安全審查(如

表1)，請注意該日下午12：00至17：00為大會會場施工及佈展時段，

為安全考量，不得提早進入會場，如有違者則取消參賽資格。因設

計群、藝術群展版之特殊性，佈展時間為90分鐘。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Ym5peXB5aG5GcHM/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Ym5peXB5aG5GcH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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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到 

(一) 請完成下列手續： 

1. 確認決賽參賽學生身分。 

2. 確認決賽參賽作品編號(請見大會手冊及作品資料袋編

號)。 

3. 領取參賽作品資料袋(附各組規格及安全審查表)。 

(二) 參賽學生自備資料： 

1. 專題組：作品簡介及課程對應表 

2. 創意組：作品簡介及課程對應表(毋需填寫表格) 

3. 作品說明海報 

4. 所有參賽學生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學生證或健保

卡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未攜帶者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

續)。 

5. 文具相關用品(如膠帶、剪刀等，主辦單位不另提供)。 

二、 佈展 

(一) 報到後即可至各指定展場佈置展板(展板規格：專題組、

創意組；位置圖當天公告)，海報、作品及所有相關佈置

(包括照明設備)皆不得超過邊框(含展板上方)，亦不得影

響其他作品。海報不得出現校名、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姓

名。 

(二) 請將作品簡介及課程對應表放置由主辦單位壓克力立板夾

內。 

(三) 如作品過大無法擺放於展板桌面，可置於展板前方60公分

以內，長度不得超出展板寬度之地面，高度不得超過展板

高度。超出此規範之參賽作品僅限以照片或動畫呈現。 

(四) 佈置時，可借用主辦單位提供之梯子及椅子，請勿任意移

動展板、坐或站立在展板桌面。 

(五) 嚴禁使用鐵(鋼)釘或任何會破壞展板、場地地面之尖銳文

具，亦不得直接於競賽場地切割佈置海報。若因不當使用

而造成損壞時，應負賠償責任。 

(六) 參賽作品須於規定時間內佈展，如超過表定時間不得繼續

佈展。 

(七) 安審不合格者，若須改善安檢項目，應於公告時間內完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cnFmSUxQOVFnQW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cnFmSUxQOVFnQW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ODl3cm1DMktMZz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oKwfi1ebuBQlRTVHBUa2drLVE/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nK0X5ZBqm8eVhyZHZsdmgzemM/edi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nK0X5ZBqm8eVhyZHZsdmgzemM/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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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格及安全審查 

(一) 請注意所有評審時口頭說明所需之物品，例如：道具、手

卡、作品之食物成品等皆需於安審中呈現。 

(二) 完成佈展後，詳讀「規格及安全審查表」並簽名，本會將

依表1時段統一清場以進行「規格及安全審查」。各組參

賽學生請於展板前方等候「初審」，指導老師須離場。 

(三) 如作品經審查委員「初審」不符合規定者，請參賽學生現

場更正作品，完成後於展板前方等候「複審」，確認複審

通過後，方取得參賽資格。 

(四) 確認已將通過審查之「規格及安全審查表」繳交給評審助

理後，方可離場。 

(五) 通過審查後不得於場內逗留、練習。如經勸導後未改善，

則取消參賽資格。 

(六) 每件通過審查之作品本會將拍照備查，除架設筆記型電腦、

測試儀器、貴重物品及生鮮食品外，海報及作品不得再作

任何更動，如經勸導後未改善，則取消參賽資格。 

(七) 離場前請確認所有儀器已架設完成，5月5日競賽前嚴禁進

出會場。 

四、 安全注意事項 

(一) 用電之最高電流以10安培為原則，電源視情況加裝斷電裝

置。 

(二) 機械電器裝置之參賽作品，參賽學生須在場親自操作，停

止操作時即切斷電源。 

(三) 參賽作品不得危害人體安全，若有下列情事禁止參展： 

1. 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 

2. 劇毒性、爆炸性、放射性、致癌性或麻醉性之藥品。 

3. 使用電壓高於220伏特之器材。 

(四) 下列參賽作品不得以實體展出，須以繪圖、圖表、照片或

幻燈片等方式呈現： 

1. 所有的動物及動物胚胎、家禽幼雛……等活體生命物

質。 

2. 強酸、強鹼、易燃物或任何容易引起公共危險性的物

品。 

3. 家政群不得以任何人體部位展示，如有需要，則須以

人體模型、手指模型或人頭模型展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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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賽作品若經審查未達安全審查條件標準且未能立即改善

者，不得參賽。 

五、 參賽作品之安全審查請參考附件13，若經審查未

達安全  審查條件標準且未能立即改善者，不得參

賽。 

參、 競賽須知 

  競賽流程包括報到及評審。說明如下：  

一、 報到 

(一) 請參賽學生依5月4日(星期四)競賽資料袋標示之作品編號

確認報到時間(表2)，如未於該日規定時間內報到，則視

為棄權。 

(二) 請參賽學生5月5日(星期五)報到後於體育館1樓依工作人

員指示統一入場(一次4至5組)，不得擅自入場，如須測試

儀器請於前一日或競賽入場後完成。 

(三) 參賽學生應穿著便服全程參與本競賽活動(不包括佈展、

安全審查及頒獎)，如有不可抗拒之因素(如生病或其它重

大事項)，須於5月5日 (星期五)當日前由該組作品之學校

檢附證明文件行文至本會，並經核定始可請假。如學生臨

時請病假無法事先來文，則可於競賽後補申請行文。 

(四) 競賽當日參賽學生須配戴參賽吊牌方可進入會場；指導教

師則不得進入會場，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學生，如經勸導

未改善，則取消該組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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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評審日報到時段表 

時      間 說明(專題組及創意組皆為同時段) 地點 

08：00-08：30 

(8：40入場) 
上午場

報到 

各群1-4組 

本校體育

館 1樓報

到處 

09：30-10：00 

(10：10入場) 

各群5-8組 

專題組外語群5-10組 

創意組各群5-10組 

12：10-12：40 

(12：50入場) 

下午場

報到 

專題組以下9-12組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

群、商業與管理群、設計群、家政

群、餐旅群 

創意組9-12組 

13：30-14：00 

(14：10入場) 

專題組設計群、餐旅群13-14組、 

電機與電子群、商業與管理群13-16組 

15：00-15：20 

(15：30入場) 
專題組商業與管理群17-18組 

二、 評審流程 

(一) 專題組 

1. 參賽學生競賽前將依評審助理指示於評審時段前10至

15分鐘入場準備。 

2. 各組評審時段將於大會手冊內公告，請尚未評審之參

賽學生於各群報到區等候。 

3. 十五群將分二時段進行評審(如表3)，每件參賽作品解

說及詢答時間至多18分鐘、換場2分鐘。各時段中場休

息10分鐘，午休時間為60分鐘。 

4. 每件參賽作品評審時，由評審助理開始計時後，參賽

學生解說時間達6分鐘時，評審助理第一次舉牌；達8

分鐘時，第二次舉牌並停止解說。評審委員將於參賽

學生解說完畢後，開始進行詢答。 

5. 參賽學生評審結束請將重要物品(如筆記型電腦)一併攜

帶離場，離場後一律不得再次入場(包括午休及休息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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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審日參賽學生須配戴參賽吊牌方可進入會場；指導

教師則不得進入會場，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學生，如

經勸導未改善，則取消該組參賽資格。 

表 3專題組評審流程表 

時      間 評審會議 評審 (一) 午休 評審 (二) 

群別 08：20-08：50 
09：00-12：30 

(彈性調整) 

12：00-13：

00 

(彈性調整) 

13：00- 

16：30 

1.機械群 

評審會議 

● 

午休 

●/成績審查 

2.動力機械群 ● ●/成績審查 

3.電機與電子群 ● ●/成績審查 

4.化工群 ●/成績審查  

5.土木與建築群 ●/成績審查  

6.商業與管理群 ● ●/成績審查 

7.外語群 ● ●/成績審查 

8.設計群 ● ●/成績審查 

9.農業群 ●/成績審查  

10.食品群 ●/成績審查  

11.家政群 ● ●/成績審查 

12.餐旅群 ● ●/成績審查 

13.水產群 ●/成績審查  

14.海事群 ●/成績審查  

15.藝術群 ●/成績審查  

註1：時段內標示●表示為該群之評審時段，未註明則非評審時段。 

(二) 創意組 

1. 參賽學生競賽前將依評審助理指示於評審時段前10至

15分鐘入場準備。 

2. 各組評審時段將於大會手冊內公告，請尚未評審之參

賽學生於各群報到區等候。 

3. 十五群將分一時段進行評審(如表4)，每件參賽作品解

說及詢答時間至多18分鐘、換場2分鐘。 

4. 每件參賽作品評審時，由評審助理開始計時後，參賽

學生解說時間達6分鐘時，評審助理第一次舉牌；達8

分鐘時，第二次舉牌並停止解說。評審委員將於參賽

學生解說完畢後，開始進行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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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賽學生評審結束請將重要物品(如筆記型電腦)一併攜

帶離場，離場後一律不得再次入場(包括午休及休息時

段)。 

6. 競賽當日參賽學生須配戴參賽吊牌方可進入會場；指

導教師則不得進入會場，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學生，

如經勸導未改善，則取消該組參賽資格。 

 

表 4創意組評審流程表 

時      間 評審會議 評審 (一) 

群別 08：20-08：50 
09：00-13：00 

(彈性調整) 

1.機械群 

評審會議 

●/成績審查 

2.動力機械群 ●/成績審查 

3.電機與電子群 ●/成績審查 

4.化工群 ●/成績審查 

5.土木與建築群 ●/成績審查 

6.商業與管理群 ●/成績審查 

7.外語群 ●/成績審查 

8.設計群 ●/成績審查 

9.農業群 ●/成績審查 

10.食品群 ●/成績審查 

11.家政群 ●/成績審查 

12.餐旅群 ●/成績審查 

13.水產群 ●/成績審查 

14.海事群 ●/成績審查 

15.藝術群 ●/成績審查 

註1：時段內標示●表示為該群之評審時段，未註明則非評審時段。 

三、 評審原則： 

(一) 評審委員皆已簽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年專題

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評審委員應聘同意書。 

(二) 評審結束後，由各群評審召集人召開成績審查會議議決

名次，並須簽署作品計分總表。 

(三) 評審標準： 

評審委員依評分項目標準給分，並依參賽作品分數高低

評定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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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分項目： 

1. 專題組 

競賽前由本會已將參賽作品之「作品說明書」寄予評審

委員審閱，競賽當日則以實地展示、口頭問答為主。評

分項目如下： 

(1) 應用及整合性(50%) 

(2) 創新性及表達能力(30%) 

(3) 主題與課程相關性(20%) 

2. 創意組 

競賽前由本會已將參賽作品之「作品說明書」寄予評審

委員審閱，競賽當日則以實物展示、口頭問答為主。評

分項目如下： 

(4) 獨創性及表達能力(50%) 

(5) 實用性(25%) 

(6) 商品化可行性(25%) 

四、 參賽作品若經評審後未達標準時(標準由成績審查會

議共同決議)，獎項得從缺。 

肆、 頒獎暨作品展覽 

    頒獎典禮流程包括報到頒獎作品、展覽。說明如下：  

一、 時間及地點 

表 5頒獎典禮流程表 

時      間 說明(專題組及創意組皆為同時段) 地點 

07：30-07：50 報到 各群各組參賽師生 

本校體育館 

4樓 

08：00-10：30 參賽作品展覽 

08：00-08：20 

頒獎典禮 

表揚優良指導老師 

08：20-09：10 

表揚「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創

新教學工作創新教學獎評選

獲獎教師」 

09：20-10：00 
時段一：專題組頒獎 

時段二：創意組頒獎 

10：30- 禮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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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 

(一) 「專題組」及「創意組」每件參賽作品皆須派代表參與頒

獎典禮及展覽，請穿著整齊服裝(正式服裝或校服)進入會

場，並準時報到。 

(二) 作品展覽為開放全國民眾及媒體參觀，參賽師生請於該時

段於展板前解說作品。 

(三) 全程參與本競賽評審之參賽學生請於典禮結束(上午10：

30)後向各群助理領取指導證書及決賽入選證書。如有提

早離席或撤展，則取消該證明。 

(四) 如頒獎典禮因疫情調整時程，請參考本會網站公告。 

三、 公告得獎名單 

5月6日(星期六)於本會網站公告。 

伍、 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請注意本會網站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