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中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 

壹、競賽目的 

    由中部地區學校組成臺中農業大聯盟，共同解決農業存在的問題，帶領上游

高中職及早關心社區議題，向下扎根食農教育，提升食品安全意識，吸引年輕人

洄游農村，引動學生創意發想，協助解決農業議題或農民需求，提供獎金實踐，

一起加入地方創生。希望讓學生可以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創造出自己未來可能的

職涯選項。 

貳、競賽內容 

    一、競賽名稱：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三、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中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四、協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五、競賽活動日期/時間：108年06月14日(星期五)  AM9:00~4:00PM 

參、競賽規則 

    一、本競賽共分為兩個階段：初賽與決賽。 

    二、第一階段初賽：108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五) 截止收件。 

                      網路報名截止時間：108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  

                      108 年 06 月 06 日(星期四) 公布決賽隊伍。 



    三、第二階段決賽：108 年 06 月 14日 (星期五)。 

    四、競賽地點：修平科技大學A410國際會議廳(開幕主場)、A507會議室(行銷 

        組)、A509會議室(產品組)。 

    五、競賽流程： 

 

 

 

 

 

    六、競賽內容： 

        1.報名資格：  

          (1)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每隊成員 3 - 6 人。  

          (2) 競賽團隊人員可跨系或跨校組隊參加。  

          (3) 每隊可有指導老師一名，共同指導老師一名。 

        2.時程規劃： 

時間 內容 

即日起至108/05/31(五) 競賽企劃書繳交 

108 / 06 / 06 (四) 公布決賽隊伍 

108 / 06 / 14(五) 決賽簡報 

主體場域 

學生選擇要做什麼? 

進行農作體驗 

創生創意競賽 



        3.徵件競賽項目： 

          (1)農業創意行銷活動(內容涵蓋:品牌設計、品牌或產品行銷規劃、 

             社區或農村遊程導覽等)。 

          (2 )農業創意產品活動(內容涵蓋 : 農產品創意加工、農產品創意 

             包裝設計、農產品餐點設計或智慧農業等)。 

        4.參賽隊伍需實地參與農村體驗活動 

          (1) 參觀農創成功案例。 

          (2) 實地了解農民需求或社區現況。 

          (3) 也可選擇農作體驗4小時換取競賽第二階段的加分。 

        5.競賽階段：分為「企劃書初審」與「決賽」兩階段。 

    七、第一階段初賽–企劃書審核： 

        1.網路填寫報名表單(以統計參賽隊伍)，即日起至108年05月24日(星期五) 

         ，請於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WFts1AF9YoEpv1nAA 進行填寫，未 

         填寫報名視為報名不成功。 

        2.繳交競賽企劃書  

          計劃書格式(包含)：創業願景、行銷企劃、創業團隊介紹、 

                           財務規劃(含損益平衡)。 

        3.繳交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一】。 

        4.繳交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附件二】。 

https://forms.gle/WFts1AF9YoEpv1nAA


         5.企劃書繳交方式：(必須繳交電子檔) 

           (1)電子檔繳交：USR計畫辦公室信箱dreamer.hust@gmail.com。 

           (2)親自繳交：修平科技大學USR計畫辦公室(東魯樓 E301)。 

                       若有疑問可直接洽詢：04-2496-1100 (#2012)。 

           (3)繳交期限：即日起至108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五)截止。 

           (4) USR計畫辦公室將於108年 06月 06日 (星期四)公布進入決賽的 

             隊伍，競賽項目分為兩項類別，將分別取16組隊伍到第二階段進行 

             決賽。 

    八、第二階段決賽： 

         1.簡報決賽時間：108 月 06 月 14 日(星期五)AM 09:00-4:30PM。  

         2.簡報決賽地點：修平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A410(報到與主場)、 

                         決賽地點-A507(行銷組)、A509(產品組) 

         3.現場由評審老師決議優秀團隊，給予創業基金。 

         4.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配分比 

產業結合度(結合場域) 30% 

創意獨特性 20% 

實踐可能性 20% 

實際參加農作體驗行程 20% 

口頭簡報與台風 10% 

 



          5.決賽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9 : 00 – 9 : 30 競賽隊伍報到 
A410國際會議廳 

(報到與開幕主場) 

9 : 30 - 9 : 40 開幕致詞 

9 : 40 – 9 : 50 競賽辦法說明 

9 : 50 - 12 : 00 第一梯次競賽(各 8隊) 

A507 (行銷組) 

A509 (產品組) 

12 : 00 – 13 : 10 午餐休息時間 A408 餐敘 

13 : 10 - 15 : 20 第二梯次競賽(各 8隊) A507 (行銷組) 

A509 (產品組) 
15 : 20 – 15 : 50 評分結算、交流時間 

15 : 50 - 16 : 20 頒獎 

肆、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獎金 10,000 元整、獎狀乙份。 

    二、第二名：獎金 7,500 元整、獎狀乙份。 

    三、第三名：獎金 5,000 元整、獎狀乙份。 

    四、優選(取五名)：獎金 2,000 元整、獎狀乙份。 

    五、佳作(取八名)：獎金 1,000 元整、獎狀乙份。 

        備註：兩項競賽項目將各取以上獎項。 

伍、其他： 

    一、每隊 3 - 6 人，決賽當天以「農業創生創意競賽計畫」採取簡報方式。  

    二、簡報時間為一隊10分鐘，評審講評一隊5分鐘。  



    三、時間結束前一分鐘，工作人員會按鈴提醒。時間一到，工作人員長聲 

        按鈴後，進入扣分階段，每超過一分鐘扣一分，以此類推。  

    四、主辦單位保有變更比賽規則之權利，未列之違規扣分得由評審討論後 

        裁決。 

陸、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應由學生自行製作，否則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二、凡參賽之計畫，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 

        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 

        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三、凡參賽計畫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四、本次競賽的內容成果之著作權歸參賽團隊所有，但必須授權給主辦單 

        位無償使用並配合主辦單位需要進行修改。  

    五、主辦單位可將本次競賽的內容成果無償延伸應用。  

    六、各獎項得經決選評審會議視參賽作品水準，議定「從缺」，亦得由決 

        選評審會議決議更動獎勵與獎項名稱。  

    七、其他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依據，主辦單位有保留對活 動方式、 

        辦法及獎項修改之權利。  

    八、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電 話：04-24961100 # 2012陳琬渝小姐、E-mail： dreamer.hust@gmail.com 

mailto:dreamer.hust@gmail.com


柒、創業資金： 

    優秀隊伍可申請創業過程資金補助：由「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提

供創業基金，資金補助最高十萬元，創業基金必須實際運用在創業上，並以收據

核銷。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  報名表 

團隊名稱  報名組別 □農業創意行銷組 

□農業創意產品組 

作品名稱  選定之場域  

指導老師  共同指導老師  

主要聯絡人 
姓名  E-mail  

電話  手機/LINE  

參賽隊長 姓名  隊員2 姓名  

電話/手機  電話/手機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學校  學校  

科技級別  科技級別  

隊員3 姓名  隊員4 姓名  

電話/手機  電話/手機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學校  學校  

科技級別  科技級別  

隊員5 姓名  隊員6 姓名  

電話/手機  電話/手機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學校  學校  

科技級別  科技級別  



【附件一：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團隊招募 

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                     大學                       系  姓名                       

                             大學                       系  姓名                   

                             大學                       系  姓名                   

                             大學                       系  姓名                   

                             大學                       系  姓名                   

                             大學                       系  姓名                   

 

一、 立書人等參加修平科技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下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當我們 

農在一起-創生創意競賽團隊招募」，茲切結所提展示或銷售作品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 

抄襲他人。  

二、 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未侵害任何人之智  

     慧財產權。  

三、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展示或銷售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參賽資 

     格，所獲頒之課程獎金、補助與獎狀等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 

     辦單位。  

四、 若因立書人等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人等應 

     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五、 對於展示或銷售作品，立書人同意主辦單位可無償享有展示或銷售作品之使用權，也享 

     有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權利/權力，並無須通知立書人。同時主辦單位若有需要，可要 

     求立書人協助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  

      

     此致  

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中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立書人簽章：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既同意書】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團隊招募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於競賽舉辦期間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 

下列事項：  

一、 蒐集之機關名稱：修平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中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二、 蒐集之目的：為進行「當我們農在一起-農業創生創意競賽」等相關執行業務之合理。 

     範圍內使用。法定之特定目的為：智慧財產權、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  

三、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 C001 至 C003 (如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等)、特徵類  

     C011(如出生年月日等)。  

四、 利用期間、地區及方式：  

     本單位將於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為至蒐     

     集目的結束，逾保存期限期後，本單位即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之。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 

     法方式利用之。  

五、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  

     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方式請洽修平  

     科技大學專案計畫中心 USR 辦公室。  

六、 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本單位可能無法對您提供完整的服務，  

     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權益。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請填寫完個資使用同意書後，掃描檔案，寄至 dreamer.hust@gmail.com 或紙本檔案寄至 

修平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中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簽名：               、                  、                 、                 、 

 

                 、                 、                 、                                       

(指導老師及全體成員均需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