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     

理工學院 
專題競賽競賽選拔 

 

規劃整合各系專題競賽辦法與設計評比活動；各系學生

藉由同儕群體團隊合作，刺激學術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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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表 
 

 

  

104/8/01
• 競賽辦法公告

9/25
• 收件截止(各系推派參賽)

10/30
• 成績公告

暫訂11/18
• 成果發表



相關施行細則 
 

為了推動及完善理工學院優秀學生專題競賽制度，敬

請院內系所配合執行下列相關項目: 

1. 本年度理工學院專題競賽將於 104/8/1-09/25進

行徵件活動，敬請系所推派當年度優秀學生專題

作品進行徵選，每系徵選隊伍除機械系至多 7隊

其餘系所至多 3-5隊(每隊補助教師三千元材料

費用，屆時將費用流用至系所)。 

2. 本次參賽組別僅有實作組(因 102-2學期與設計

學院切割)，但另依實際收件及評分狀況增加獲獎

獎項，敬請系所依照「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大

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辦法格式進行填寫」，並繳

交下列三項文件: 

(1) 報名表(包含同意書) 

(2) 書面輸出檔案一份 

(3) 電子檔(如檔案為 12MB以下敬請用 MAIL方式

繳交，超過請系所燒錄成光碟繳交) 

  



 

 

 

 

 

 

相關表格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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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大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辦法  

99 年 11 月 24 日理工學院第 1 學期第 1 次系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4 月 17 日理工學院第 2 學期第 2 次系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0 月 16 日理工學院第 1 學期第 1 系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壹、目的 

理工學院藉由「優秀專題競賽」選拔，競選院內各系優秀作品，提升院內研究與學習

之氣氛。期望藉由專題競賽實施，刺激學生創作，加強實務、分析、寫作、表達等技巧，

以提升同學研發能力與學校研究成果，俾利於同學將來深造及學校之校際間合作交流。 

貳、參賽辦法 

理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徵選對象為機械工程學系、材料科學工程、環境與安

全衛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能源工程學系、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各系從中挑選

優秀作品前三名及佳作(以不超過 5-7 組為限)參加院內優秀論文選拔，入選之優秀除專題

將收錄於校內數位學習分享平台外並推薦至香港城市大學 OAPS 數位典藏平台。 

参、參賽資格 

    經各系競賽選拔或推舉之優秀作品。 

肆、報名方式 

請各系所參賽同學至理工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寫，並依院內公告時間繳交相關資

料。 

伍、評分方式 

甄選方式為外審書面審稿評分，受理各系所推薦之優秀作品如附件之格式，以系所為單

位於期限內將紙本一份連同光碟電子檔送至理工學院辦公室承辦人。獲選之優秀作品需

統一以 5 分鐘實作解說之方式作作獲獎分享展示。 

陸、評分標準及徵選時間： 

一、徵選時間：每學年 8/1 公告至開學後第二週之星期三截止收件，競賽發表預估於 10 月上

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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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如下表所示           

實驗組  實作組 

評審原則 書面審查(100%)  評審原則 書面審查(100%) 

創意表現 25%  創意表現 30% 

實用性與整合性 
25%  

實用性與整合性 
30% 

市場潛力 15%  市場潛力 20% 

計畫書撰寫完整性 
35%  

計畫書撰寫完整性 
20% 

[註] ：由得分高低排序，若總得分相同則由院長擇優裁定。  

柒、獎勵方式 

專題競賽獎勵總分兩組評比，並根據實際參賽人數彈性給予名次及獎項： 

第一名：禮券  5,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第二名：禮券  3,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第三名：禮券  2,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特別獎：禮券  4,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特別獎：禮券  4,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佳作(數名)：禮券  1,000  元，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狀乙紙。 

(得獎金額及獎項則可依參賽組數進行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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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大學部學生優秀專題徵選 

報名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組      別 □實驗組 

□實作組 

系所  

 

參 賽 者 

指導老師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連    絡      人 

指導老師： 

＜姓名＞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學生代表： 

＜姓名＞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本人(指導老師)確已詳細閱讀競賽要點，願依相關規定參賽 

簽章： 

本人願意將此作品供(OAPS)彙整與圖書館數位典藏合作提供校內研究資源分享。並參加校外

優秀論文典藏聯盟。 

□ 同意               □不同意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將相關資料以系所為單位統一繳交給理工學院承辦人員 連絡電話:037-382101 

                                                     E-MAIL:rin@nu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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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論文全文格式說明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此處空一行) 

*林濬騰  楊希文 

國立聯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此處空兩行，若合著者在不同機構，請分開羅列，發表者請在名字前標記此*符號) 

本文舉例說明理工學院大學部優秀論文格式，供各系選拔及徵選之用參考之用。頇附有摘要，中

（英）文論文在最後加附英（中）文題目、作者及摘要。以電子檔（Word）儲存，以利研討會光碟論

文集製作。中文 11 號字體英文 11 號 Time New Roman 

論文格式請依照 1.前言 2.文獻探討 3.研究方法 4.研究結果與討論 5.結論與建議(各組適用) 
            

(論文全文限 4 頁，中英文摘要字數各在 300 字以內) 
關鍵字：理工學院、專題競賽、論文格式、截稿日期  10 號字體，不縮排 

 

 

1. 前言 11 號字體，粗黑體 

本「專題實驗」鼓勵大學生利用所學理論與實務知識，

進行專題實驗，刺激學生創作，加強實務、分析、寫作、表

達等技巧，以提升同學研發能力與學校研究成果，俾利於同

學將來深造及學校之校際間合作交流。9 號字體 

 

 

2. 論文格式 11 號字體，粗黑體 

2.1 頁數及標題 11 號字體 

研討會論文以四頁為限。論文內之標題，例如摘要、前

言、實驗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參考文獻等可自行訂定，

但請符合一般論文習慣。 

 

2.2 紙張、欄數及邊界設定 

論文需提供中英文題目及摘要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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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邊界留白 20 mm，左右邊界留白 20 mm。題目、摘要用全

欄格式，前言、實驗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參考文獻及

圖表等用兩欄格間距為 1.5 字元。 

 

2.3 字體與大小 
中文字體用標楷體，英文字體用 Times New Roman，論

文題目用 14 號粗體置中，段落大標題用 11 號粗體，小標題

用 11 號字，摘要用 10 號不縮排，正文用 9 號字，圖表用 9

號字說明置中，參考文獻用 9 號字，姓名用 9 號字置中，機

關學校用 9 號字置中。以英文撰寫者請特別注意，英文姓名

後以小括弧加註中文姓名，以方便聯絡及索引之編輯，機關

學校名稱則直接在其下加註中文。 

 

2.4 行距 
一律單行間距。題目與作者之間空一行；若為共同作

者，則在發表者姓名前以*符號標示。大標題及小標題上方

空一行、下方不空行。表及圖之上、下方各空一行。 

 

2.5 圖表及參考資料 

投稿者請將文稿轉成 PDF 檔。圖表以置入單欄內為原

則，且配合正文，放在文內適當部位，其說明文置中。參 

考資料請依照材料科學期刊參考資料之規定，並依文內

順序列之[1,2]。圖形、表格及公式請依先後次序標號，並將

圖 

 

 

 

形之說明撰寫於圖形之正下方，表格說明撰寫於表格之

上方。所附圖表請務必清晰並註明正確之單位。圖表的位置

請放置在每欄的上方或下方，避免放在中間，較大的圖表可

以橫跨兩欄。數學運算式請儘可能用「方程式編輯器」編寫，

並將上下標明確顯示。公式號次請加括號並與右邊界平齊，

如方程式(1) 

 

    fuk   (1)  

 

誌謝 

獲得經費支助之論文，請務必予以誌謝。例如：教學卓

越計畫分項計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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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實驗組□實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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