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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一屆全國高中職 

20            創意專題論文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主辦單位：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協辦單位：嶺東文教基金會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聯繫人: 曹巧佳：(04)2389-2088#3542 

E-mail: ltu354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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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2014 第一屆全國高中職創意專題論文競賽 

二、 預期效益： 

藉由指導教師的專業知識經驗傳授，培養學生從事專題研究與學術鑽研，以提昇實

務操作能力與學術交流；參賽作品亦可作為學生畢業求職或升學作品，且可利用學校資

源，以增加職場及升學競爭力。 

三、報名資格： 

1. 參賽對象：全國高中職師生 

2. 報名方式：於 103 年 03 月 18(二)截止日前，將報名表與專題論文紙本兩份寄至『408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１號－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經雙方確認後即完成報

名，便完成參賽程序。 

3. 選擇參賽模組，類別區分如下，參賽者限擇一類別，不可重覆投稿： 

    研究論文型： 

A. 創意類 
B. 創新類 
C. 創業類 
D. 行銷類 
E. 商業經營類 
F. 資料處理類 
G. 家政(事)類 
H. 觀光餐旅類 
I. 應用外語類【英文組】 
J. 應用外語類【日文組】 
K. 國際貿易類 
L. 會計事務類 
M. 綜合職能類 

4. 競賽格式說明:（附件二） 

5. 檔案繳交期限：請於 103 年 03 月 18 日(二)前，將「專題論文」紙本兩份寄至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１號/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逾期交件與 

不符合格式之論文紙本，恕不予受理，視同棄賽。 

四、程序安排 

（一） 競賽規則： 

1. 每組須指導老師乙名為限，組成團隊以 6 人為限(含老師)，可跨系組隊。 

2. 本次競賽可個人報名或多人組隊，若為隊伍參加，其中需由組員挑選一人擔任該隊

組長，以便主辦單位進行事項通知。 

3. 參賽資料及專題檔案寄出前，請參賽人員詳細檢查資料確保無誤，資料上傳後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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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更改。 

4. 專題論文與參考文獻格式需符合規定格式。 

（二） 名次公告：日期：103 年 03 月 31 日(一)。 

（三） 決賽競賽方式與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各項列評分項目、百分比與比賽方式請參考下表： 
 

 評分項目 百分比 

專題論文 

 

實務可行性 30％ 

內容完整性(文章結構) 40％ 

創新性(內容創意) 30％ 

（四） 獎勵方式: 

1. 自選行業商品組，各類別獎項如下： 

 第一名頒予團體獎狀(每人乙張)，指導老師頒予指導證明乙張。 

 第二名頒予團體獎狀(每人乙張)，指導老師頒予指導證明乙張。 

 第三名頒予團體獎狀(每人乙張)，指導老師頒予指導證明乙張。 

 佳作頒予團體獎狀(每人乙張)，指導老師頒予指導證明乙張。 

（五）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2. 主辦單位：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3. 協辦單位：嶺東文教基金會 

（六） 注意事項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追回入

圍資格與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參加初賽者之作品，直接寄給策劃單位評審委員評分，繳交所有文件將不退回，請

參賽者自行備份。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獎狀姓名以報名表資料為主。(報名資料如有錯誤，請在截止日前通知主辦單位，截 

  止日後如有錯誤，怒不受理)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教學範例使用。 

 

（七） 活動聯絡人：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  

 曹巧佳：聯絡電話: (04)2389-2088#3542；E-mail：ltu354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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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4 第一屆全國高中職創意專題論文競賽 

報名表 
專題名稱  

企劃主題 

類    別 

□創意類 □創新類 □創業類 □行銷類 □商業經營類 □資料處理類  
□家政(事)類 □觀光餐旅類 □應用外語類【英文組】 □應用外語類【日
文組】□國際貿易類 □會計事務類 □綜合職能類 

指導老師 

(限乙名)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職稱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隊    長 

(限學生)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年級  

出生年(民國)月日   性別  

室內電話  手機  

其他團隊

成員資料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年級  

出生年(民國)月日   性別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年級  

出生年(民國)月日   性別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年級  

出生年(民國)月日   性別  

姓名   E-Mail  

學校   科系  年級  

出生年(民國)月日   性別  
備註： 
1. 於103年03月18日(二)前，繳交參賽作品，並將報名表(附件一)與兩份專題論文紙本寄至『40852台中市南屯

區嶺東路１號－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以完成參加競賽手續。未繳交、逾期交件與不符合格式之報

名檔案，恕不予受理，視同棄賽。 
2. 欲知報名進度，可來電洽詢王介楷聯繫：(04)2389-2088#3542 
3. 請問您如何得知2014第一屆全國高中職創意專題論文競賽的活動訊息？ 
  □說明會 □海報 □網站 □EDM □老師 □學長姊 □同學朋友 □其他__________(可複選) 
同意事項： 
1.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2.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依本次比賽規定或其他特定目的，得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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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 2014第一屆全國高中職創意專題論文競賽格式說明 
 
壹、 篇幅要求:小論文篇幅以A4紙張4-10頁為限(不含封面)。  
貳、 版面要求: 
一、 請用新細明體12級字打字，不可放大字型。  
二、 版面編排務請：  
 所有標題皆須單獨成行  
 標題與段落之間要空一行  
 段落與段落之間要空一行  
 段落開頭與一般中英文寫作相同  

三、 每頁頁首需加入小論文篇名，頁尾需插入頁碼 (10級字/置中) 。  
參、格式說明：  
 小論文之基本架構分為「封面頁」及四大段落：「壹●前言」、「貳●正文」、 
「參● 結論」、「肆●引註資料」，茲說明如下：  
 (一)封面頁（單獨一頁）：含投稿類別、小論文篇名、作者及指導老師，不能有插圖。 

 作者請依「姓名。學校。部別/年級」之順序編排。  
《 封面頁範例 》  
  
  

投稿類別：○○類 
 

篇名： 
失語失所失鄉--蔣方良夫人不朽 

的傳奇 
 

作者： 
劉○蠲。私立○○高中。高二7班 
李○安。私立○○高中。高二7班 
劉○安。私立○○高中。高二7班 

 
指導老師： 
陳○雯老師   

  
 

(二)前言  
 此處可以就為何選擇這個題目，透過什麼方法、運用什麼概念進行資料搜集， 
 整篇文章的討論架構與範圍，以及想要達成的目的擇要而寫。  

(三)正文 
 正文為小論文之主體所在。  
 在形式上必須分層次、分段來條列說明。「正文」之論述層次可參考下例：  

一、○○○○ 
    (一)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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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論文因規模較小，建議分成四個層次即可，若不敷使用，可參考博碩士論文格式）  
 在內容上應特別強調相關資料的引用、彙整、分析、辯證，亦即需「引經據 
  典」地進行文獻探討。  
 文中引用別人資料時需加註資料來源，若直接引用原文，請以粗體並加「」 
  標明，引用結束需標明（作者，年代）⋯，並於「肆●引註資料」段說明資 
  料來源。【注意：引用參考資料（單一書籍、期刊、報紙⋯）之原文不得超 
  過50字，詩文、劇本、法律條文等不在此限。 
 正文中如有引用圖/表，圖/表須有編號及標題。圖之編號/標題在下，  
  表之編號/標題在上，圖/表下面可註明資料來源。(圖大小不得超過頁 
  面1/4，表不在此限)  

(四)結論  
 「結論」主要包括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現象思考、或根據研究結果提出
看法，以及提出未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結論亦可用條列方式陳述，使讀者清楚明瞭。  

(五)引註資料  
 由於小論文寫作的重點在於援引相關資料進行討論，不僅要「言之有物」，  
也要「言之有據」，因此，每篇小論文皆需附引註資料。  

 引註資料亦可方便讀者依線索尋找原資料閱讀，故需註明清楚。  
 小論文比賽目的在引導同學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建議同學應多蒐集各種纇 

型的資料加以研讀，小論文比賽參考資料至少3篇並不得全部來自網站。  
 引註資料書寫範例請參閱中學生網站『引註資料寫作格式範例』，因不同 
學科採用的論文格式不同，指導老師可依作品性質指導學生採用不同論文 
格式，本範例僅列舉範本，非唯一標準。  

肆、評審要點：  
(一) 評分重點：  
 前言：是否述及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論文大綱⋯。  3 
 正文：各標題之安排是否合乎邏輯，內容是否完整、是否分層次論述。文中 
引用別人資料時需加註資料來源，若直接引用原文，需以粗體並加「」標明， 
引用結束需標明（作者，年代）⋯，並於「肆●引註資料」段說明資料來源。 

【注意：引用參考資料（單一書籍、期刊、報紙⋯）之原文不得超過50字，詩 
文、劇本、法律條文等不在此限。  

 結論：是否提出自己的觀點或發現。  
 引註資料：至少3種/篇(圖書、期刊、報紙、資料庫⋯)。引註資料不得全部  

       來自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