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高中生運輸深耕競賽活動 

軌道經營與行銷創意競賽 

一、活動目的 

運輸與物流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以及人民生活品質至關重要，因此，

如何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加入運輸行列，為國家、社會及人民擎劃、興建、

經營，以及維運優質的運輸系統與服務，至為重要。基此，國內已成立二十

多所運輸、物流及觀光相關系所，協助國家進行運輸專業人才培育。惟運輸

相關科系到底培養何種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發展又如何？絕大多數的高中

生並不了解。而以我國每年投入龐大的交通建設經費及龐大的交通公私部

門人才需求，運輸專業人才顯供不應求。因此，如何有效宣傳運輸相關科系，

吸引優秀高中生投入運輸相關領域，實為本學會及運輸相關科系的重要使

命之一。 

爰此，本活動擬透過競賽活動方式激勵全國高中生組隊參加，針對每年

指定之運輸課題，以「做中學」方式深入進行的研究與分析，發揮創意、提

出創新作法。而競賽參與證明及得獎紀錄亦可納入申請入學推甄資料的「成

果作品」項目之中，以作為申請運輸相關科系之加分參考，同時，競賽活動

所得創意也可提供運輸主管機關及營運業者，作為提升運輸服務的參考。 

基於目前我國正積極推動前瞻軌道建設計畫而且國內軌道系統需才孔

殷，故本年度主題特訂為「軌道營運與行銷創意競賽」。希望能透過高中生

自行組隊、主動規劃、實地參訪及培訓，培育優秀青年對於軌道運輸經營管

理之熱忱，作為未來我國軌道運輸相關企業及技術發展之棟樑。 

二、參加資格 

全國高中學校在學學生(學籍於 107學年度為在籍者)。 

三、組隊方式 

採團隊方式報名參加，每隊參加人數 4人，每位學生限參加一隊，參與

多隊者全隊喪失報名資格。每隊需由 1 位指導老師共同參與，指導老師可

跨隊指導。參加團隊可自行選定一項與軌道運輸營運與行銷有關之主題（例

如：傳統鐵道轉型、輕軌運輸與觀光結合、海外行銷策略、營運資料應用加

值、鐵道文化營造等…）報名參加。 



四、報名期限及方式 

（一）報名期限 

107年 9月 15日（星期六）～107年 10月 15日（星期一）17：00止。 

（二）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各參賽隊伍請於報名期限內填寫參賽資料【詳附件一】，

並檢附參賽團隊全體學生證正反兩面影本、授權同意書【詳附件二】，並寄

送至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活動信箱(nctutlm2018@gmail.com)

以完成線上報名。 

五、參賽規則 

參賽隊伍繳交報名資料後，須於下列指定日期內完成計畫摘要書上傳

（未如期繳交者將失去參賽資格），再進入規劃書撰寫階段。各類文件上傳

期限如下所示： 

（一）計畫摘要 

參賽隊伍需於 107年 10月 20日（星期六）17：00止以 PDF檔案形式

撰寫 1000字以內之計畫摘要，並於期限內寄送至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

管理學系活動信箱(nctutlm2018@gmail.com)。繳交之計畫摘要規格如下： 

1.每一隊伍限送一份 PDF檔案。 

2.計畫摘要內文以 1頁 1000字以內為限。 

3.計畫摘要內容含：規劃設計之背景與動機、現階段面臨之問題、計畫

主題、規劃方法、預期成果、規劃流程與期程等。 

（二）計畫書 

完成執行進度上傳之參賽隊伍需於 107年 11月 30 日（星期五）17：

00止以 PDF檔案形式撰寫完整版規劃書。請於期限內前完成計畫書之 PDF

檔 並 寄 送 至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運 輸 與 物 流 管 理 學 系 活 動 信 箱

(nctutlm2018@gmail.com)，逾期未寄送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賽資格。參

賽隊伍所上傳之計畫書規格如下： 

1.每一隊伍限送一份 PDF檔案。 

2.計畫書內文頁數以 3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目錄及參考書目。 

3.字體不得小於 12點。 



4.計畫書內容需含：彙析我國軌道市場營運現況及經營情形、整理國內

外現況及經驗、規劃方法、規劃說明、可行性分析、配套方案、預期

成果。 

六、軌道青年菁英營 

主辦單位將成立評審委員會，由參與競賽之計畫書擇優選出 12隊隊伍。

獲選隊伍將受邀參加「軌道青年菁英營」營隊活動（除往返交通大學的交通

費用外，其餘全程免費）。本營隊將於 108年 1月 29日(星期二)至 108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於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舉辦，並於 108

年 1月 31日辦理評審大會。 

本營隊將邀請軌道運輸領域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及經驗傳承，並且安排

實地參訪國內軌道重要設施，讓獲選隊伍從中了解軌道經營管理之實務操

作情形。本營隊預定行程如下： 

時程\日

期 
1月 29日 1月 30日 1月 31日 

上午 

9:00 

| 

12:00 

報到 

實地參訪 競賽評審 

自我介紹及競賽

規則說明 

 

專題演講 

中午 午餐 

下午 

13:30 

| 

17:30 

專題演講 

 

國內運輸相關科

系介紹 

實地參訪 競賽評審及頒獎 

傍晚 晚餐  

賦歸 晚間 

19:00 

| 

21:00 

自由活動及競賽

準備 

自由活動及競賽準

備 

 

七、評審作業 

主辦單位將召集相關軌道運輸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程



序說明如下： 

（一）評審程序 

計畫書審查將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針對各參賽隊伍所上傳計

畫書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以擇優選出 12隊隊伍。獲選隊伍將獲邀參加

軌道青年精英營，並於營隊最後一天評審大會中發表簡報及接受詢答，評審

大會預訂於 108年 1月 31日（星期四）舉行，完成評審後隨即發佈結果並

頒獎。 

（二）評審方式 

1. 第一階段計畫書評審： 

書面審查由評審委員會委員依各分組參賽作品之評分項目進行評分，

各評分項目之占比如下表。評選排序之方式依評審委員之平均分數計算之，

倘平均分數相同者，則依序比較「創新與創意」、「對研究主題之了解程度」、

「計畫可行性」及「規劃方法」。 

評分項目 說明 比例 

對研究主題之了

解程度 

對所選研究主題之現況問題與預定進行研

究方向之了解程度。 
30% 

計畫可行性 
規劃內容之技術可行性、財務可行性、運作

可行性，以及可能面臨之困難。 
25% 

創新與創意 
規劃構想之創新性及獨特性。 

 
35% 

規劃方法 
規劃研究方法、應用技術之適切性及預期效

果。 
10% 

2. 第二階段研究報告評審： 

獲選 12隊依其計畫書所撰內容，應進行研究報告之準備，並於營隊活

動最後一天進行簡報。簡報順序於會前以抽籤方式決定。評分項目及所占比

例如下表所示。評審委員就各評分項目加總並換算為序位，再加總計算各參

賽者之序位和。序位相同者，則比較平均分數，倘分數仍相同者「研究報告

之創新性」、「第一階段計畫書評審」、「研究報告之完整性、「簡報與答

詢」及「研究報告之可行性」，以決定敘獎名次。 



評分項目 說明 比例 

第一階段計畫書評

審分數 
－ 20% 

研究報告之完整性 
研究主題及所提創新作法之敍述完整性。 

 
20% 

研究報告之可行性 
研究內容技術可行性、財務可行性、運作

可行性、可具體落實困難度等。 
10% 

研究報告之創新性 
研究內容具有創新及創意之程度。 

 
30% 

簡報與答詢 
研究內容陳述與表達清晰流暢度、詢答問

題說明完整性及其具體補充說明。 
20% 

八、獎額及獎金 

本競賽依第二階段綜合評審各分組之序位加總和，由低至高順序分別

取冠、亞及季軍各 1隊，但平均總分未達 80分者，則獎額名次得從缺。獲

獎隊伍除獲頒獎狀外，其競賽獎金如下： 

冠軍 1隊 獎狀、獎金 3萬元 指導老師獎狀、獎金 5仟元 

亞軍 1隊 獎狀、獎金 2萬元 指導老師獎狀、獎金 4仟元 

季軍 1隊 獎狀、獎金 1萬元 指導老師獎狀、獎金 3仟元 

佳作 9隊 獎狀、獎金 2仟元 指導老師獎狀 

註：1. 得獎者之獎金或獎品金額在新臺幣 2 萬元（含）以上者，皆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

定扣繳相關稅務。 

    2. 每組頒發獎金 1份、每隊隊員均頒發獎狀 1張。 

    

九、其他事項 

（一）各項參賽資料經人檢舉或告發為非自行產出或冒用他人著作，且有具

體事證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通知學校，追回已

頒發之獎金及獎狀等相關物品。 

（二）各參賽隊伍若欲以既有公營或民營單位招標案件之執行成果進行參

賽者，需於本規劃競賽內容中提出與前述招標案件成果、方法或調查

等項目之差異說明，倘無差異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

並通知學校，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等相關物品。 

（三）各項參賽資料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屬參賽者所有，主辦單位不擔保前述

智財權可能產生爭議之相關法律責任。參賽隊伍須同意將各項參賽

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作非商業用途之實施，且參

賽隊伍不得對於上述之作品要求任何形式之報償。 



（四）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五）上述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與獎項細節之權利，並有權對

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解釋或裁決。 

十、聯絡方式 

2018年高中學生軌道經營與行銷規劃競賽籌辦小組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活動 E-Mail：nctutlm2018@gmail.com 

地址：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綜合一館 8 樓 (新竹校區) 

聯絡人：鄭幸榮小姐 

電話：03-5716440 

聯絡人：王詮勳先生 

電話：02-23494995  



附件一 

107學年度高中生運輸深耕競賽活動 

軌道經營與行銷創意競賽 

報名參賽資料 

隊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學員資料 

編號 姓名 學校 年級 身分證字號 電子郵件 

1      

2      

3      

4      

備註：1.聯絡人資料仍需填寫學員資料 

指導老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1 

  

2 

  

3 

  

4 

  

  



附件二 

107學年度高中生運輸深耕競賽活動 

軌道經營與行銷創意競賽 

授權同意書 

本團隊參加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及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以下簡稱主辦單位）「107學年度高中生運輸深耕競賽活動軌道經營與行

銷創意競賽辦法」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願遵守簡章相關規定。

本團隊所撰寫之計畫書及研究報告內容，遵守著作權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

之規定，並保證徵選作品為原創著作，無抄襲仿冒情事，且未曾以此計畫書

及研究報告參與其他競賽，及尚未以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

將來若發現本團隊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參加與獲獎資格，本團

隊願意自行負責所有民、刑事法律責任。 

本團隊參賽內容其智慧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同意歸主辦單位所有，並

同意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為利於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作品主辦機關擁有

使用、修飾、出版、印製、宣傳及刊登之權利，或以任何形式推廣、保存及

轉載之權利，作者不得另行要求任何給付。 

 

此 致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立同意書人同意本同意書以上條款： 

立 書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