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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作業要點
101.09.21 第 10103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龍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勵本院學生積極從事實務專題研究、培養
創新思維，提升研究發展與實務製作能力，遴選本院學生之優秀實務專題作品，參加教
育部或國內外各大機構、團體舉辦之年度各項專題實作競賽，以發揮技職教育特色，依
據龍華科技大學學生專題製作競賽實施要點，特訂定「龍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學生專題
製作競賽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院實務專題作品分為電機群、電子群、機械與動力機械群及化工群，凡本校日間、進
修部大學部學生作品，可以最近一年完成之原創作品參加專題製作競賽。
三、報名辦法：
(一) 專題製作競賽作品由各系（各群）統一推薦，每組須有指導老師一名，組員若干名，
組員屬推薦各系（各群）之學生。
(二) 競賽作品將申請書如附件一，由各參賽組先交至各系辦公室統一收齊後，於規定報
名時間內向本院報名，逾期不予受理。
(三) 專題製作成果之完整專題報告（含申請書）一式四份，由各參賽組送至各系，並由
各系彙整後，於規定時間內送至本院，專題報告格式如附件二、三。
四、本學院將適時公告競賽遴選時程，包含申請書報名截止日期、研究報告書收件截止日期、
競賽評審（分為初審、複審與決審）日期等。於評審期間，必要時得依相關規定調整教
師授課時間，俾利進行競賽，本競賽優勝作品集之全文格式如附件四。
五、遴選作業流程：
(一) 初審（書面評審）：
1、由本院(或請各系推薦)聘請各類群之校內專家教師（人數由院訂定）擔任評審
委員，進行審查，各類群遴選前12組，晉級複審。
2、評審項目：依研究動機、方法與過程、創新性與實用性、預期效益與其他等相
關項目審查之。
(二) 複審（書面複審及作品展示）：
1、由本院(或請各系推薦)聘請各類群之校內專家教師（與初審之評審委員不重複
為原則）擔任評審委員，進行書面複審及作品展示現場攤位評審。作品展示方
式，由入圍各組自由發揮創意進行之。各類群遴選前6組，晉級決審。
(三) 決審（書面決審、簡報及問題詢答）：
1、由本院聘請(或請各系推薦)各類群之校外專家或教師（每一類群至少三人）擔
任評審委員，進行書面決審、簡報及問題詢答評審。
六、 注意事項：
(一) 晉級複審各組將由研發處補助作品展示製作費用新台幣伍百元整。
(二) 校內專家教師係屬本機關人員，依規定不予支付評審費用；校外專家評審費用向研
發處申請，以每人每次新台幣参仟元整為原則。

(三) 參加競賽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勞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經查明屬實
者，取消參賽資格；如已入圍者，則追回各項獎勵。
(四) 參加競賽如涉及著作權、專利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參賽資格；如
已入圍者，則追回各項獎勵。
(五) 參加競賽者作品之相關資料逾期未交，則取消參賽資格。
(六) 初賽者之研究報告，本院收到後不再影印，逕送予初審評審委員進行審查與評分。
繳交所有文件將不退回，請參賽者自行備份。
七、 獎勵方式：
(一) 專題製作競賽，初審將遴選出入圍作品參加複審及作品展示資格，但不補助初審參
賽費用。
(二) 入圍作品，須參加複審及作品展示，晉級者應再參加決審。經決審遴選各類群績優
作品前三名，頒予獎金，第一名獎金新台幣壹萬元整，第二名獎金新台幣捌仟元整，
第三名獎金新台幣陸仟元整，佳作三組各組獎金新台幣參仟元整。優勝者依規定由
校分別頒發獎狀，以資鼓勵。惟上述優勝組別應於當年度3月31日前繳交本競賽「優
勝作品研究報告書」（封面格式如附件三、全文格式如附件四），由本院彙整送交
研發處彙集成冊存查。
(三) 入圍作品若經複審或決審之審查均未達標準時，優勝名次得從缺。
(四) 遴選各類群績優者，須接受本校（院）推薦報名參加教育部委託產學合作中心舉辦
之年度「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或相關競賽，為校爭光；未代表學校參
加競賽者，則追回各項獎勵。
(五) 遴選各類群績優者得獲選派代表，參與本校辦理當年度「龍華科技大學與國外姊妹
校大學生實務專題暨研究生論文學習成果觀摩會」。
八、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年度龍華科技大學大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申請書
編號：

作品名稱
(中文)
類

群

學系

班別
指導老師 ＜姓名＞
1. 組員

＜姓名＞

2. 組員

＜姓名＞

3. 組員

＜姓名＞

4. 組員

＜姓名＞

5. 組員

＜姓名＞

參 賽 者

連
指導老師：
＜姓名＞

學生代表：
＜姓名＞

絡

人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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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主任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二)

學生專題製作研究報告撰寫格式
一、說明
本校研發處基於各類群性質不同，茲參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而訂
定此份研究報告格式，以利於評審公正立場。
二、內容格式：依序為封面、申請書、摘要、目錄、報告內容、參考文獻、附錄。
(一)報告封面：格式如附件三。
(二)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三)摘要、目錄：摘要請包括中文及英文各ㄧ式各一張。
報告內容：請包括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
建議)…等，本格式說明僅為統一成果報告之格式，以供撰寫之參考，
並非限制研究成果之呈現方式，並以 4 至 10 頁為原則(含參考文獻)。
(四)頁碼編寫：請對摘要及目錄部分用羅馬字 I、II、III……標在每頁下方中央；報告內
容至附錄部份請以阿拉伯數字 1、2、3.……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五)附表及附圖可列在文中或參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說明內容。
三、打字編印注意事項
1. 用紙：
使用 A4 紙，即長 29.7 公分，寬 21 公分。
2. 格式：
中文打字規格為每行繕打(單行間距，行間不另留間距)，英文打字規格為 Single
Space。
3. 字體：
報告之正文以中英文撰寫均可。在字體之使用方面，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Font，中文使用標楷體，字體大小請以 12 號字為主。

(附件三)

年度龍華科技大學大學生專題製作競賽

研究報告書

題目：

.

類群：No.

群

指導老師：

.

參賽組員：1.

.

2.

.

3.

.

4.

.

5.

.

學校名稱：

.

學

.

系：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四)

龍華科大學生專題製作競賽優勝作品集之全文格式
指導老師(作者)1 參賽組員(作者)2
1
服務學校
2
服務學校
摘要
本文舉例說明「xxx」作品所採用之排版格
式，供投稿人準備作品文件時參考之用。

且置中。
2.3 方程式
方程式應於上下個留一行空白。方程式應
編號，編號靠右對齊並從(1)開始。

1. 格式
報告內容：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等
全文文章用 A4 大小的紙張，每頁上下緣
各留 2.5 公分及左右兩側各留 3.0 公分，文章之
論文題目與作者不分欄﹐內文分兩欄，打字不
可參差不齊，文字全部採用細明體。
全文文章包括圖片、表格、參考文獻，以
4 頁為主。請於每頁下方插入頁碼置中。全文
文章請以 MS-Word (.doc 檔)編輯軟體建檔或轉
成.pdf 檔，。
1.1 論文題目與作者
論文題目宜簡明，字形為 14 點細明體、粗
體，置於第一頁第一行中央不分欄。作者部分
包含參加類群、姓名、所屬學校，字型均為 12
點細明體，亦置中，採單行間距不分欄。
1.2 內文
內文字型均採用 10 點細明體，採單行間
距，分兩欄編排。文內所有出現之英文及數字
部分請使用 Time New Roman 字體。
1.3 章節與小節標題
作品之各節標題應置於列之中央位置。小節
標題則應從文稿之左緣開始。
2. 關於圖片、表格及方程式
圖片及表格可以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
2.1 圖片
圖標題必須置於圖片下方。若圖標題僅使
用一行，則必須置中，否則應靠左對齊。

圖 1. XX 方格圖
2.2 表格
表標題﹝表 1. XX 表﹞必須置於表格上方

F X   H X  

GX 
2

(1)

3. 參考文獻格式
所有參考文獻應包含作者全名、論文題
目、發表日期、發表刊物及頁碼。文中引用時
採用編碼方式如：王 國 明 、 謝 玲 芬 [1]。中英
文之期刊、書籍、論文集之編排格式範例，請
參考下頁參考文獻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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