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全國高中職簡報競賽
壹、 主辦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貳、 協辦單位：中華產業創新競爭力協會(http://ciicait.org/)
參、 計畫內容
一、 活動名稱
2022 全國高中職簡報競賽
二、 活動目的
為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與分析能力、簡報製作及表達技巧、撰寫整合資訊的技術、團隊
合作與溝通能力，進而提升商務簡報的整合能力，並作為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優勢的基礎。
三、 活動程序
(一) 初賽
1. 收

件 日 ：111 年 03 月 01 日(二)至 111 年 04 月 15 日(五)

17：00 止

2. 入圍公告日：111 年 04 月 25 日(一)於企業管理系系網頁公布入圍決賽名單
(二) 決賽
1. 收

件 日 ：111 年 04 月 26 日(五)至 111 年 05 月 13 日(五)

17：00 止

繳交簡報影片檔（檔案格式與收件方式詳（二）決賽）
2. 得獎公告日 ：111 年 05 月 23 日(一)於企業管理系網頁公告競賽名次結果
四、 報名資格
1.

全國高中職在校學生。

2.

每組參賽學生 2 至 3 人，可跨校、跨科組隊參加。

3.

參賽過程不可臨時更換成員，且不可重複組別參與。

4.

每組指導教師至多 2 名。

5.

每組限報名乙件作品。

6.

參賽作品不得涉及竊盜及抄襲，若經舉報查證屬實，即取消其參賽資格，並且反應該
校進行懲處，不得有異。

五、 競賽主題
企業成功經營模式案例介紹（請選擇產業類別報名）
1.

科技產業組（電子/半導體/通信網路/光電/電腦周邊及其他電子業）

2.

傳統產業組（食品/超商/紡織/水泥/鋼鐵/建材營造….等）

3.

綜合產業組（金融保險/生技醫療/汽車工業/觀光/餐飲…等）

※主辦單位有權因應報名組數調整組別
六、 內容格式與收件方式
(一) 初賽
1. 簡報內容
(1) 封面：提案名稱、參賽學校與科系、參賽組員（不得置入指導老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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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成功經營模式案例(如：SWOT 分析、STP 分析、行銷研究分析等)
(3) 結論
(4) 參考資料
(5) 企業「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結果」
請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 https://www.etax.nat.gov.tw/cbes/web/CBES113W1
2. 檔案格式
(1) 簡報以 30 頁為限（評分項目之一）
(2) 請使用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以上版本製作
(3) 簡報檔案格式：PowerPoint 簡報檔(*.pptx)或播放檔(*.ppsx)
(4) 簡報檔名格式
請依「校名簡稱-產業類別-參賽作品名稱」命名，例如：德明-綜合產業組-王品成
功模式.pptx（或.ppsx）
3. 收件方式
(1)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NwjebDDzMj9ARvrV7
※需登入 Google 帳號始能上傳檔案
(2) 簡報檔名格式
請依「校名簡稱-產業類別-參賽作品名稱」命名，例如：德明-綜合產業組-王品成
功模式.pptx (或.ppsx)
(3) 報名資料務必審慎填寫，因填入資料錯誤而造成獎狀及參賽證明誤植，主辦單位
保留修改之權利。
(4) 如於 3 天內未收到收件回覆，請來電確認 (02)2658-5801 #2731 李明沛助理。
(5) 逾期報名，恕不受理。
(二) 決賽
1. 影片內容：入選決賽作品之參賽學生依初賽簡報內容進行報告
2. 檔案格式
(1) 每件作品以 10 分鐘為限（評分項目之一）
(2) 簡報畫面及參賽學生務必入鏡報告（評分項目之一）
(3) 影片流暢度（如：勿過多剪輯）
（評分項目之一）
(4) 影片檔案格式
A. 副檔名為.MP4
B. 檔案容量：500MB
C. 影片畫質：HD(1280×720)
(5) 影片檔名格式
請依「校名簡稱-產業類別-參賽作品名稱」命名，例如：德明-綜合產業組-王品成
功模式.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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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件方式
(1) 收件網址：日後通知入圍者。
(2) 逾期寄出決賽作品，恕不受理。
七、 資格審查與評分標準
(一) 資格審查
報名逾期、缺繳或資料填寫不完整者，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其參賽資格之權利。
(二) 初賽評分標準
1. 簡報內容（內容完整性與邏輯性等）
：60%
2. 簡報製作技巧（字體大小、版面適當性、正確性、圖形與動畫創意等）
：40%
3. 頁數掌控：減分項目
※初賽評分總分達 70 分（含）以上，始發給參賽證明
(三) 決賽評分標準
1. 簡報開場：10%
2. 口語表達能力（口語報告流暢度、音量、速度、語調等）
：30%
3. 服儀肢體表達（服裝儀容、站姿、手勢、目光接觸等肢體語言等）
：30%
4. 整體呈現（團隊合作、影片呈現效果等）
：30%
5. 時間掌控：減分項目
6. 簡報畫面及參賽學生務必入鏡報告：減分項目
7. 影片流暢度（如：勿過多剪輯）
：減分項目
※總分：初賽分數佔 30%、決賽分數佔 70%
八、 獎勵方式
(一) 名次
依產業類別組別評定成績，初賽分數（佔 30%）
、決賽分數（佔 70%）決定總分，分
為前三名及佳作等名次，名額分配數由主辦單位依參賽件數及作品品質決議之。

◆

第一名：頒發新台幣 5 仟元獎金、獎狀乙紙。

◆

第二名：頒發新台幣 3 仟元獎金、獎狀乙紙。

◆

第三名：頒發新台幣 2 仟元獎金、獎狀乙紙。

◆

佳

作：頒發獎狀乙紙。

※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得決定獎項從缺
(二) 頒獎資訊
1. 主辦單位會將初賽、決賽評審評語以電子郵件寄出
2. 決賽得獎者、符合競賽標準之參賽證明等，同以電子郵件寄出獎狀 pdf 檔
九、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如經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者，取消參
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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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賽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
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四) 初賽符合評分標準者，主辦單位將寄出參賽證明。
(五)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各項競賽辦法解釋之權利。
十、 聯絡方式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張文彥老師
連絡電話：(02)2658-5801 #2120
E-mail: changwy@takming.edu.tw
李明沛助理
連絡電話：(02)2658-5801 #2731
E-mail: cotton1332@gmail.com
林羿鋐助理
連絡電話：(02)2658-5801 #2736
E-mail: mailto:1030806hond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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