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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 2017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辦法

乙份，敬邀貴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敬請惠予公告，請查

照。

說明：

一、2017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由本校與中

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行業

分會共同主辦，競賽辦法請參閱附件。

二、報名截止日為 2017年10月30日（一）17:00止，敬邀貴校

師生踴躍組隊參賽。

三、競賽連絡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貿系專案助理 何繼禸

，郵件信箱：jou@takming.edu.tw，連絡電話：886-2-26

58-5801 分機 2726。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2017-09-27
10:28:32

國立嘉義大學

1060012825　10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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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辦法 

壹、活動目標 

為激發大專生國際商務與貿易專業知識與創意學習的能力，並強化學生對於跨國交易及

全球市場貿易形式的認識與瞭解，特舉辦 2017 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 

貳、活動名稱 

2017 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 

參、主辦單位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

業行業分會。 

肆、競賽徵稿主題(請同學擇一主題參加) 

（一）國際/兩岸經濟貿易 

（二）國際/兩岸財務金融 

（三）國際/兩岸企業管理 

（四）國際/兩岸行銷管理 

（五）跨境電子商務 

伍、活動期程 

（一）初賽報名及繳件： 

1.報名方式：請將智慧財產權聲明書（請參考附件二）以 E-mail 附加檔案 

方式傳送至 jou@takming.edu.tw。 

2.報名截止日：2017 年 10 月 30 日（一）17:00 止。 

3.參賽論文截稿日：2017 年 11 月 06 日（一）17:00 前提交（以 E-mail 附加檔案方式

傳送至 jou@takming.edu.tw）。 

4. 網站公布進入決賽名單：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告進入決賽隊伍。 

5.決賽繳費截止日：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17:00 前繳交參賽費用新台幣 $3,000。 

（二）決賽： 

1.決賽簡報繳交截止日：2017 年 12 月 04 日（一）17:00 止。 

2.決賽時間：2017 年 12 月 14 日(四)。 

陸、決賽地點 

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 

 

柒、參賽資格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大學在校生及專科部四、五年級學生。本競賽為團體賽形式，每支

參賽隊伍以 2 至 8 人為原則。 

捌、投稿規則 

（一）引用參考資料須依著作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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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頁數篇幅以 A4 直式紙張 15 頁為限。 

（三）封面頁請載明專題名稱、參賽者（校名、系/科別、年級）、指導老師。 

（四）小論文資料格式請參考 APA 格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E6%A0%BC%E5%BC%8F) 

（五）投稿格式說明（請參考附件一）。 

（六）作品繳交方式： 

(1)請以「pdf」或「doc」檔投稿，來信主旨名稱請以「校名_專題名稱」標示，請

勿使用特殊字元或符號。 

(2)請於論文截稿日期前將完稿電子檔寄至指定 E-mail。電子檔名：【主題】專題

名稱-論文.doc，例如：【經濟貿易】ECFA 對兩岸經貿之影響-論文.doc。 

（七）作品涉及抄襲者，一經檢舉，且經查證屬實，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玖、評審方式： 

比賽採二階段： 

（一）初賽：聘請各類專業教授及專家進行匿名評審，並於網頁公佈晉級決賽名單。 

（二）決賽：晉級決賽者需進行簡報（每隊至少 1 位參賽學生代表簡報），聘請相關專

家學者進行評選。每隊簡報與答辯時間另行通知。 

（三）評分原則：總分 100 分，各評分項目配分比例如下： 

競賽類別 初賽 決賽 

評分項目分

配比例 

1.創意(40%) 

2.主題呈現與文章結構(30%) 

3.內容完整與文字流暢性(30%) 

1.現場簡報表現與答辯 (30%) 

(簡報 10 分鐘，答辯 5 分鐘) 

2.創意(30%) 

3.主題呈現與文章結構(20%) 

4.內容完整與文字流暢性(20%) 

※如有下列情況者不予評分： 

1.委託他人製作或抄襲他人作品。 

2.內容違反現行法律或道德風俗者。 

3.報名資料不完整者、製作規格不符或影音內容無法觀看者。 

拾、獎勵辦法（主辦單位可視隊伍表現斟酌增加獎項;並保留斟酌調整獎金金額

之權利） 

（一）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及獎狀。 

（二）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及獎狀。 

（三）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及獎狀。 

（四）佳作：數名（名額依參賽人數由主辦單位調整之），頒發獎狀。 

備註：参賽隊伍獲入圍後，隊員皆可獲得參賽證明。 

拾壹、決賽得獎名單公佈方式： 

以 E-mail 方式通知得獎者，並公佈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網站
http://tkmmoc.takming.edu.tw/itddep/index.aspx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E6%A0%BC%E5%BC%8F
http://tkmmoc.takming.edu.tw/itdde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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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競賽日程： 

事 項 時 間 

報名截止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一）17:00 止 

參賽論文截稿日 2017 年 11 月 06 日（一）17:00 止 

網站公布進入決賽名單與地點時間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一）公告 

繳費截止日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17:00 前繳交參

賽費用新台幣 $3,000。 

決賽簡報繳交截止日 2017 年 12 月 04 日（一）17:00 止 

決賽日期 2017 年 12 月 14 日（四） 

註：實際日程如有異動以網站公告為主 

拾参、決賽報名費用繳費方式 

【參賽費用新台幣 $3,000】 

郵局代碼：700 

文山指南郵局局號：000271-7 

帳號：056121-3 

戶名：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可 ATM 轉帳或郵局匯款 

請各參賽隊伍於匯款後，將匯款單掃描至 jou@takming.edu.tw，務必在信件內註明開立收

據是個人名字或學校全名及統編，敬請附上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謝謝您的參與競賽。 

拾肆、連絡方式：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貿系專案助理 何繼禸 

地址: 114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國貿系 

MAIL: jou@takming.edu.tw 

TEL: 886-2-2658-5801 ext 2726 

mailto:jou@takming.edu.tw
mailto:jou@takmin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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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投稿格式說明 

 

論文（專題）名稱 

作者一姓名、作者二姓名、作者三姓名、作者四姓名、作者五姓名 

XXX 學校 

指導老師：XXX 老師 

摘要 

本文將說明本競賽的定稿排版格式，已由評審接受的論文，煩請務必依照本

格式進行編排。若未依規定進行排版者，依照委員會決議，將不予列入審查。（摘

要標題點數為 12 點粗體，摘要內文及關鍵字體以 10 點） 

關鍵詞：以不超過六個為原則。 

壹、前言 

論文以 A4 紙依本格式撰寫並以 15 頁為限（含附錄、表、圖），於徵稿截稿

日期前將論文完稿電子檔（word 格式或解析度為 2400dpi 以上之 pdf）寄至指定

之 E-mail。格式錯誤或無法判讀情形者，將不予列入審查。 

貳、主要內容 

論文撰寫中英文皆可，請選用「標楷體」之中文字型及「Times New Roman」

之英文字型，論文標題、作者資料及章節標題亦為粗體字型，點數為 14 點，圖

表說明請用粗體字型，點數為 12 點，其餘論文內容及參考文獻為標準體字型，

點數為 12 點。定稿請勿插入頁碼。標號請用半型阿拉伯數字，標題請靠左，並

與前後保持一行的間隔，第一層標題（如壹、前言）使用粗體字型，點數 14，第

二層含以下之標題（如二、邊界設定）則請使用粗體字型，點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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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表及公式 

圖形、表格及公式請依先後次序標號，標號請用半型阿拉伯數字，並將圖說

撰寫於圖形下方置中，表格說明撰寫於表格上方置中。所附圖表請務必清晰並註

明正確來源。以下圖 1 為圖形及圖形說明之範例。表 1 為表格及表格說明之範例。 

 

 

 

圖 1 大會主題 

二、邊界設定 

文章格式請以 A4 紙格式撰寫，每一頁請用兩欄格式，行距使用單行間距，

上下及左右邊界留白各 2.5cm，欄寬 7.75cm，兩欄間距 0.5cm。最後一頁內容請

平均置於兩欄中。  

表 1 邊界設定格式 

邊界留白(cm) 欄寬 

(cm) 

欄距 

(cm) 上 下 左 右 

2.5 2.5 2.5 2.5 7.75 0.5 

參考文獻（凸排 2 字元，並請依作者姓名排序，先英文後中文） 

M. C. Nechyba & Y. Xu(1998). Stochastic Similarity for Validating Human Control 

Strategy Models. IEEE Trans. on Rob. and Auto., Vol. 14, No. 3, pp. 437-451, June. 

M. Young(1989). The Technical Writer’s Handbook. Mill Valley, CA: University Science. 

東海大學環境規劃及景觀研究中心(1991)。大肚溪口水鳥保育區整體發展構想研

究。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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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暨智慧財產權聲明書 

2017 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 

報名表暨智慧財產權聲明書 

作品名稱 

 

參賽 

類別 

□國際/兩岸經貿 

□國際/兩岸財務金融 

□國際/兩岸企業管理 

□國際/兩岸行銷 

□跨境電子商務 

姓名 （請填代表人姓名） 

團體成員  

學校科系  

E-mail （請填代表人 E-mail） 

參賽者（代表人）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內容描述 

 

 

 

智慧財產 

權聲明書 

本人(團體)同意下列事項： 

1.參賽者保證參賽作品確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

其他違法之情事，如有抄襲仿冒之情事，經評審決議認定，

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證實確有該等情事後，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2.凡參加本次競賽者，即視為認同本活動之各項規定，若不

合規定者，取消參賽與獲獎之資格。 

3.參賽者對於上述規定，無任何異議。 

簽名：                 （參賽者/團體代表人） 

日期：                                       

備註 
※每份報名表以報名一件作品為限。 
※若為團體參賽，團體成員欄中請詳列每位團員姓名，並指
派一人為代表人，代表人姓名填於姓名欄。 

※備註：請使用電腦輸入報名資料，印出後由代表人於智慧財產權聲明書親筆簽名，再將報名

資料以電子檔案傳送。通訊資料若有更動，請主動通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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