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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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創意構想提案參加第

一階段初賽，評審優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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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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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2022)報名，即日起至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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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筆、鉛筆、彩色筆、水彩等繪圖，或作品照片等方式表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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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件作品進入第二階段決賽，訂於 111/0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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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16(一)前上傳至競賽官網，決賽時間預訂在 111/0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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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6 月 6 日-111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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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獎狀乙只與禮券伍佰元整，並記小功乙次。 

5. 佳  作(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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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新型專利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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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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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2022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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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6(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11/05/16(一)前上傳) 

遠東科技大學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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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便蹲馬桶         
創作特色說明： 
1. 傳統如廁方式包括蹲式與坐式，長時間蹲式排便會引起腳麻，但是坐式排

便因身體姿勢緣故(腸道阻塞)導致排便困難，且經常坐式排便易引發各種

疾病。 

2. 現有一台可解決蹲式及坐式排便問題的伸縮蹲便器，且因可伸縮高度，也

可作為幼兒上下馬桶時的輔助器。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使用者可藉由左腳之控制

鍵使踩踏平台改變高度，

可適用於不同身高的使用

者或者適應使用者之使用

習慣 

踩踏平台：設於該伸縮機構上，藉由該伸縮機構伸縮長度而改變高度。 

控制鍵：設於該踩踏平台上，用以控制伸縮機構伸長或縮短。 

基座：用以設於地面且包覆馬桶的前輪廓面。 

伸縮機構：設於該基座上。 

 

 



附件一：參賽作品範例 
創作說明書(請於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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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6(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11/05/16(一)前上傳) 

遠東科技大學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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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式球袋          
創作特色說明： 
1. 現今許多人都常外出運動，但每次要帶的東西數量都不一定，而

這球袋可依各人的需求去拆裝，也可以將物分類好，而操做方式

也只須輕鬆拉拉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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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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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6(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11/05/16(一)前上傳) 

遠東科技大學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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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開瓶器           
創作特色說明： 
1. 市面上的開瓶器不是體積大，不然就是攜帶不方便 
2. 寶特瓶的瓶蓋不大，所以把開瓶器的體積縮小成符合瓶蓋的大小，

跟鑰匙圈結合在一起，跟鑰匙串在一起，攜帶方便。 

3. 將鑰匙插入開瓶器上的卡榫，然後往逆時針的方向轉，就能輕易

地轉開瓶蓋；又或者，握著鑰匙，往逆時針拉，也能轉開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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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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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6(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檔請於

111/05/16(一)前上傳) 

遠東科技大學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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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鼠洗澡球         
創作特色說明： 
1. 讓寵物鼠自己輕鬆用浴砂洗澡，將適量的浴砂裝入再讓寵物鼠進

入球內再合起，當寵物走動時浴砂會淋在寵物身上，不怕浴砂弄

的到處都是，也不怕寵物鼠到處跑。 

作品構圖： 

  
 

 
 

註：範例圖僅為競賽說明使用，請勿抄襲。  

球分成兩個半圓形兩邊都有一個通風口，

通風口，有個濾網是讓寵物有空氣呼吸同

時也是防止浴沙漏出來。 

將浴沙適量的放入其中一個半球中再讓寵

物鼠進入這個半球中，把另一個半球合起

並將兩側的扣環扣住就可以讓寵物自己動

了。 



附件二：創作說明書(請於 111/04/29(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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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6(五)公布入圍決賽作品，入圍決賽作品的簡報

檔請於 111/05/16(一)前上傳) 

 

遠東科技大學   作品編號：              (必填) 

 (上網報名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再填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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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