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高醫書院 

「創新活動小尖兵」活動設計競賽計畫書 
一、 活動目的： 

為培育大一書院生之融匯創新能力，並強化團隊合作、人際互動、溝通表達等軟實

力的實際應用，高醫書院特舉辦「創新活動小尖兵」活動設計競賽，藉由書院生自

行發想創意活動，再經由團隊進行討論設計、調整修正、請益師長建議，規劃出能

寓教於樂的企劃方案。而透過活動辦理，一方面能讓院生親自體驗書院的理念之

外，也能凝聚院生對書院之向心力，並讓同學有機會由行動中培養學習與反思能

力，以達書院之核心價值。 

二、 主辦單位：高醫書院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四、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5月 31日(五)止 

(一) 參賽報名期限： 

108年 3月 4日(一)前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完成報名。 

(二) 競賽活動提案： 

108年 3月 5日(二)至 108年 3月 15日(五)依照報名順序安排簡報日期順序。 

(三) 活動文案網路票選時間： 

108年 3月 11日(一)00：00至 108年 3月 15日(五)23：59止至活動專頁投

票。 

(四) 入圍名單公告時間： 

108年 3月 20日(三)公告於活動專頁 

(五) 作品收件期限： 

108年 5月 17日(五)前，完成作品並繳交相關資料。 

五、 活動對象：全校師生 

(一) 團隊人數：參賽隊伍 6人以上(含指導老師)，即可成團，一人報名一隊，不得

重復報名。 

(二) 成員規定： 

1. 指導老師：每一團隊，皆須有一位書院導師擔任指導老師。 

2. 團隊成員：1位學習助理(LA)以及 4位以上的學生(其中需含 2位以上 107學

年度書院院生，10位成員須有 4位書院院生，以此類推)。 

六、 活動主題： 

書院六大理念(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團隊合作、融匯創新、倫理關懷、持續學

習)，活動內容需以書院六大活動理念為中心，並透過活動進行與課後反思達成

學生對於該活動的了解與學習。 

七、 文宣海報規格： 

(一) 型式：一張直式海報，繳交時 Email電子檔即可。 

(二) 規格：尺寸請設定 A1規格(59.4cm*84cm)，需提供高解析度之檔案(300-

400dpi、限以 jpg/png/bmp/tif格式上傳)。 

(三) 所有參賽作品所使用之圖片素材，需遵守國內智慧財產權及創用 CC使用規定，

如有部分使用他人之著作，應附上著作權人授權使用同意書，包括圖片（註明圖

像光碟出版者、圖庫版權商、攝影者、出版商等資料）。若經人檢舉及告發、涉



及智慧財產權等權利之侵害，需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取消獎勵資格。 

(四) 海報內容須註記 1.活動負責人之聯絡方式 2.主辦單位(高醫書院─團隊名稱)  

3.協辦單位(高醫學務處) 4.指導單位(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八、 成果影片規格： 

(一) 型式不拘，片長 3至 5分鐘以內 

(二) 規格：格式以 YouTube能接受的格式皆可(如 avi .mpg .wmv .mov)，解析度必

須為 HD1920*1080以上，作品中可置入高醫書院 LOGO或意象。 

(三) 影片上傳規範：參賽者先上傳作品至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 
【註】參賽者自行申請加入會員，須設定為公開影片，影片之標題與內文需與投稿相符。 

(四) 影片標題：須以【高醫創新活動小尖兵】為標題前方文字 

例如：高醫創新活動小尖兵─雙龍搶珠(副標題 10字以內) 

九、 徵選方式 

(一) 評選標準： 

項次 項目 佔分 項目說明 

1 六大理念契合度 20% 
活動架構包含書院六大活動理念(溝通表達、人際互

動、團隊合作、融匯創新、倫理關懷、持續學習)， 

2 活動設計創意度 20% 
活動設計突破過往書院活動類別，創新創意又達到教

學目的 

3 活動宣傳吸引力 30% 
第一階段：透過宣傳文案達成行銷書院活動之效果，

並由觀眾投票想參加活動的意願度。 

第二階段：活動出席率。 

4 成果展現 30% 
活動氛圍 10%、成果影片 10%、活動學習成效(成果報

告書及問卷結果)10% 

(二) 評選程序： 

1. 第一階段入圍資格審查(入圍作品得以依照企劃書經費預算部分補助)： 

A. 審查「參賽報名相關資料」齊全 

B. 符合評選標準(第 1、2、3項) 

2. 第二階段決賽： 

1. 在期限內，依照規定繳交「競賽成果相關資料」 

A. 評審依據評選標準各項(第 1、2、3、4項)比例評分 

B. 4項評選標準加總得分由高至低排序 

十、 入圍補助金： 

入圍隊伍將會依據所交的企劃書經費預算部分補助，一個隊伍補助金額 20,000元

為限，經費項目如下：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計 說明 

交通費 7,000 1 7,000 活動參與人員校外交通費 

膳食費 80 100 8,000 
活動相關會議及活動現場膳食費，核銷依據以簽到表及有

效核銷單據檢據核銷。 

保險費 40 100 4,000 
活動參與人員校外保險費，保險費需至活動前三天繳交保

險名單，若無繳交團隊，取消補助金並不得辦理活動。 

印刷費 1,000 1批  1,000 
入圍隊伍印製活動相關資料以及主辦單位印製海報、文宣

或獎狀等活動書面資料費用 

 合計：20,000 核銷依據收據實報實銷 

https://www.youtube.com/


十一、 活動獎金(活動獎金將依據 108年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經費調整)： 

【特優獎】1名，獎金 20,000元 

【優等獎】1名，獎金 15,000元 

【特別獎】1名，獎金 10,000元 

【佳  作】2名，獎金 02,500元 

十二、 報名及收件方式： 

(一) 請至高醫書院網站下載相關報名文件 

1. 參賽報名相關資料 

(1) 報名表 

(2) 活動企劃書 

(3) 文宣海報 

2. 競賽成果相關資料 

(1) 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暨轉讓同意書(1個團隊乙份) 

(2)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影片中每位參與拍攝者需提供 1人乙份) 

(3) 參賽作品檔案： 

A. 參賽作品可編輯影片檔案(有字幕版及無字幕版)上傳雲端 

B. 參賽作品請同步上傳至 YouTube(隱私權設定「公開」) 

(二) 報名隊伍請於 108年 3月 4日(一)下午 17：00前，以 Email將「參賽報名相

關資料」繳交至下列窗口： 

陳熠醺小姐 R041069@kmu.edu.tw，分機 2114*24  

(三) 入圍隊伍請於 108年 5月 17日(五)下午 17：00前，繳交將「競賽成果相關資

料」紙本至濟世大樓 1樓 CS101學務處辦公室，高醫書院陳熠醺小姐收件。參

賽作品電子檔則 Email至陳熠醺小姐信箱。 

 

十三、 參賽規則 

(一) 注意事項： 

1. 參賽影片製作，應使用合法授權之各類影音素材；參加作品不得有已參加其

他甄選之入選作品。 

2. 報名團隊 Email報名時，需確實收到高醫書院窗口回信，才算報名成功。 

3. 相關事宜詢問窗口： 

陳熠醺小姐，分機 2114*24 

蔡元豪先生，分機 2114*47 

吳羿瑩小姐，分機 2114*40 

4. 參賽作品如均未達水準，得由決賽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主辦單

位得依實際收件情形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5. 提交之參賽等作品，需為個人創作且不侵犯版權、商標、財產權、隱私權及

任何第三方及第三方權利，有違背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並退還拍片補助費用及得獎獎金，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6.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參賽者投稿時即視為已授權主辦單位得不受時間及地

域限制，以任何方式行使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 

(二) 主辦單位之權利 

1. 擁有利用參賽作品所有著作財產權之權利。 

mailto:陳熠醺小姐%20R041069@kmu.edu.tw，分機2114*24


2. 獲奬作品之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並得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重

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相關單位使用等

行為，無償授權高雄醫學大學高醫書院不限時間、次數、方式播映之永久使

用權，並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3.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辦法及獎項或終止本活動

或變更同等價值商品之權利。 

4. 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十四、 評審日期：108年 3月 4日至 108年 5月 31日止 

十五、 得獎公佈名單日期：高醫書院結業式(107年 6月中旬前) 

十六、 獎金核發時間：依照高教深耕計畫核銷流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 活動訊息：公告於高教深耕計畫及高醫書院等相關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