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活動辦法 

主題：校園幣 

 

一、活動目的 

因應金融科技發展，結合區塊鏈技術於在特定社群中所發行和使用的數位虛

擬貨幣，為近年來熱門發展趨勢。本次活動以「校園幣」為主題，期許透過參

賽隊伍發想，提出對於「如何以虛擬貨幣作為獎勵，激勵學生參與各項學習活

動，從中深化金融科技教育與區塊鏈應用」的具體規劃與建議，並藉以激發金

融科技創新與創意。 
 

二、活動主題 

近年來結合金融科技區塊鏈技術的校園數位虛擬貨幣逐漸興起，惟各校之發

行機制、使用方式與營運模式仍有改善空間。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於109學

年度起新設跨院系的「金融科技學程」和「數位金融微學程」，同時結合學程

的推動，成立「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並開發建置「金融科技創新教學平

台」，目前亦規畫推動專屬朝陽科技大學的虛擬貨幣。本競賽著重創新創意的

跨域思維，以「校園幣」為競賽企劃主題，由參賽隊伍進行跨領域創新應用發

想，並據以提出具體可行的營運企劃。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二）承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協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會計系 

思偉達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參賽資格及組隊說明 

（一）參加對象：1.高中職組：全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 

2.大 專 組：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二）組隊說明：1.參賽隊伍以3-5人組隊參加，每人限參與一組隊伍。 

2.每隊需設隊長1名，負責報名、資料繳交及後續聯絡。 

3.每隊需有指導老師1~2名，指導老師不屬於團隊成員。 
 

五、競賽時程 

競賽階段 活動日期 內容說明 

報名 

暨初賽資料上傳 

自即日起 

至110.10.29 12:00止 

1.本競賽採取網路方式進行報名，

相關活動訊息請詳閱本系網站

https://ins.cyut.edu.tw/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80%E5%A1%8A%E9%8F%88%E6%8A%80%E8%A1%93
https://ins.cyut.edu.tw/


2.報名時請填寫報名資料，連同參

賽聲明同意書，詳閱內容後親筆

簽名或蓋章，將掃描檔案一併上

傳至網路報名 

3.參賽隊伍應於繳交截止期限內，

將初賽指定內容電子檔，連同報

名暨參賽聲明同意書上傳： 

（1） 報名表暨參賽聲明同意書 

（2） 書面完整資料（高中職組

無需繳交） 

（3） 初賽簡報 

（4） 檔案名稱命名方式： 

隊長姓名-隊名.docx 

隊長姓名-隊名.pptx 

4.報名表暨參賽聲明同意書暨初

賽資料上傳網址：

https://forms.gle/SPPZa2PoT

AEsMCWW7 

公佈 

進入決賽名單 

110.11.5. 12:00 1.於本系網頁公佈進入決賽名單，

並Email通知決賽隊伍 

https://ins.cyut.edu.tw/ 

2.實際公告日期得視作業情形酌

予調整 

決賽影片繳交 自110.11.5 13:00起 

至110.11.22 12:00止 

1.進入決賽各隊伍製作5分鐘簡報

影片上傳 

2.影片規格以mov、mpg、mp4、

avi、wmv檔等YouTube支援的

檔案格式為限。 

3.檔案名稱命名方式同初賽格式。 

4.參賽隊伍所有成員均需參與製

作並於影片中出現。 

5.決賽資料上傳網址：

https://forms.gle/sPEZQ9zA

mgUBJN2h8 

決賽 高中職組 

110.11.27 10:00 

 

1.決賽採線上方式進行，決賽網

址另行於本系網站公布。

https://ins.cyut.edu.tw/ 

https://forms.gle/SPPZa2PoTAEsMCWW7
https://forms.gle/SPPZa2PoTAEsMCWW7
https://ins.cyut.edu.tw/
https://forms.gle/sPEZQ9zAmgUBJN2h8
https://forms.gle/sPEZQ9zAmgUBJN2h8
https://ins.cyut.edu.tw/


大專組 

110.11.27 14:00 

2.請進入決賽隊伍所有成員需出

席決賽，大專組另需接受評審即

時詢答。 

得獎名單公布 110.11.29 12:00 得獎名單公佈於本系網站，並另

行通知後續領獎事宜

https://ins.cyut.edu.tw/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六、競賽與評分方式說明 

（一）第一階段初賽 

1.繳交資料 

（1） 高中職組：繳交簡報電子檔 

A. 簡報電子檔包含以下內容，每項各2頁簡報，簡報格式請至

本校保險金融管理系網站 https://ins.cyut.edu.tw 下載 

a. 現行校園幣發展現況分析 

b. 校園幣命名與說明 

c. 校園幣發行、取得與使用方式 

d. 校園幣推動策略與營運模式 

e. 預期效益 

（2） 大專組：繳交書面及簡報資料電子檔 

A. 所繳交書面及簡報資料電子檔，至少需包含以下內容，但不

以此為限： 

a. 現行校園幣發展現況分析 

b. 校園幣命名與說明 

c. 校園幣發行、取得與使用方式 

d. 校園幣推動策略與營運模式 

e. 預期效益 

B. 書面資料封面應包含：校園幣名稱、隊名、指導老師、參賽

隊員；資料頁數限定5-20頁（中文字型：標楷體、英文字型：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14、固定行高：24，其餘

依Word預設格式撰寫）。 

2.由評審委員於各組中分別選出適當組數晉級決賽（得視參賽報名狀況

及參賽作品水準由評審團酌予增減）。 

3.評分項目為：「創新性」佔30％、「解決方案及預期成效」佔40％、

「實務可行性」佔30％，總分為100分。 

 

 

https://ins.cyut.edu.tw/
https://ins.cyut.edu.tw/


（二）第二階段決賽：採線上決賽方式進行 

1.高中職組 

（1） 所有進入決賽隊伍成員均需出席。 

（2） 由主辦單位統一播放參賽影片。（5分鐘） 

（3） 評分項目為：「簡報表現（簡報技巧、順暢度、團隊表現）」

佔100%。 

2.大專組 

（1） 所有進入決賽隊伍成員均需出席。 

（2） 競賽開始時請參賽隊伍先自我介紹。（1分鐘） 

（3） 由主辦單位統一播放參賽影片。（5分鐘） 

（4） 參賽隊伍接受評審即時詢答。（3分鐘） 

（5） 評分項目為：「簡報表現（簡報技巧、順暢度、團隊表現）」

佔70%、「即時詢答」佔30%。 

3.由評審委員分別選出各組前三名、佳作與優等數名（得視進入決賽隊

數之變異，以上獎項名額，主辦單位保留最後調整決定權）。 

 

七、獎勵辦法：依大專組與高中職組分別選出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名次 獎勵 名次 獎勵 

第一名 
✓ 獎金新台幣5,000元整 

✓ 獎狀乙幀 
第一名 

✓ 獎金新台幣8,000元整 

✓ 獎狀乙幀 

第一名 
✓ 獎金新台幣3,000元整 

✓ 獎狀乙幀 
第一名 

✓ 獎金新台幣5,000元整 

✓ 獎狀乙幀 

第三名 
✓ 獎金新台幣2,000元整 

✓ 獎狀乙幀 
第三名 

✓ 獎金新台幣3,000元整 

✓ 獎狀乙幀 

佳作 

✓ 佳作12名 

✓ 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 

✓ 獎狀乙幀 

佳作 

✓ 佳作6名 

✓ 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 

✓ 獎狀乙幀 

優等 
✓ 擇優數名 

✓ 獎狀乙幀 
優等 

✓ 擇優數名 

✓ 獎狀乙幀 

（※主辦/承辦單位得視實際參賽隊伍數，保有變更競賽獎項之權利。） 
 

八、注意事項 

（一）基於公平原則，各團隊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請申請團

隊在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前，仔細確認報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 

（二）各隊伍所提送之報名資料及相關附件，概不予退還。 

（三）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應簽署參賽聲明，同意無償授權主辦/承辦單位擁



有該作品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地域進行或使用作為教材或非營利方

式推廣之權利，或供出版及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使用。 

（四）參賽隊伍應秉持誠信原則，參賽作品須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

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作品及圖像等。參賽作品如涉

有抄襲或侵犯智慧財產權者，經認定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於名次

公布已得獎之作品，將追回頒發之獎金與獎項，並由參賽隊伍自負相關

法律責任。 

（五）基於參賽者管理、報名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認、競賽活動相關訊息聯

繫及相關行政作業目的，主辦/承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隊伍

成員個人資料。為避免無法聯繫影響相關權益，所有參賽者必須提供詳

實之個人資料。 

（六）參賽者須同意且授權主辦/承辦單位於初賽、決賽成績公布時，於主辦

單位活動網站上公布其姓名（含參賽隊名、隊長及參賽全體隊員姓名）。

如錄取隊伍之資料有誤，致使主辦/承辦單位無法聯絡到參賽隊伍，視

同放棄進入下一階段參賽資格，並按成績由其他參賽隊伍予以遞補。 

（七）凡報名參加本競賽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一切規定。 

（八）本辦法由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以及調整之權利。 
 

九、聯絡方式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黃文聰老師 / 楊素珍助教 

連絡電話：04-23323000分機 4795 / 7302 

聯絡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本系網址：https://ins.cyut.edu.tw/ 

電子郵件：fintech@cyut.edu.tw 

https://ins.cyut.edu.tw/
mailto:fintech@cyut.edu.tw


2021 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 

報名表暨參賽聲明同意書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隊伍名稱  參賽組別 
□ 高中職組 

□ 大 專 組 

 

指

導

老

師 

老師 1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老師 2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參

賽

學

生

資

料 

 姓    名 學校/科系級 手機 E-mail 

隊長     

隊員 

    

    

    

    

參賽聲明同意書（隊長及全體隊員均需填寫） 

             (隊伍名稱) 團隊參加「2021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活動簽署以下聲明： 

1. 本團隊所有成員均已確實瞭解活動簡章和公告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2. 本團隊所有成員具結上述各項報名資料正確無誤，所參加比賽之作品係本團隊原創著作，若

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3. 本團隊所有成員同意上述參賽作品相關之聲音、影像、文字、圖畫、實物之設計或所提之創

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承辦單位擁有該作品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地域進行或使用作為

教材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或供出版及相關之一切活動使用。 

4. 本團隊所有成員同意主辦/承辦單位基於參賽者管理、報名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認、競賽

活動相關訊息聯繫及相關行政作業目的，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隊伍成員個人資料。 

以上 聲明併致 2021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主辦單位/承辦單位。 

（※本表印出簽名後請掃描轉成電子檔後上傳） 

聲明人：                      、                      、                       

                      、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11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