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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健行科技大學／台灣電商發展協會／林思銘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

和盟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謝謝你好朋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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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廷宇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1 
 

高中組 大專組

壹、活動目的 

與時俱進培養電商人才，促使高中職生提早探索職涯志向、強化大專學生畢業即就

業之能力、鼓勵社會人士參與社會責任。打造新零售產業專業技術學習環境及平台，落

實教學創新以提升學生跨域學習能力。 

 

貳、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1.主辦單位：健行科技大學/台灣電商發展協會/林思銘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     

      和盟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謝謝你好朋友股份有限公司 

2.協辦單位：教育部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台灣省工業會/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廷宇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活動時程 

1. 報名時間：2021 年 09月 20日(一)起，採線上免費報名。 

2. 競賽時間：2021 年 09月 20日(一)至 2021年 12月 31日(五)。 

3. 作品上傳期限：2021年 12月 31日(五) 24:00前。 

4. 得獎公佈：2022 年 01月 10日(一)至 2022年 01月 22日(五)之間。 

 

肆、競賽組別、參賽對象與資格 

 

 

 

 【高中組】報名網址：https://reurl.cc/R0ayn9 

 【大專組】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b961a 

 競賽官方 LINE@：https://lin.ee/rzjdR8v 

高中組 

1. 全國高中職在學學生。 

2. 可跨班/跨科/跨校組隊。 

3. 每隊人數為1~6名學生，每隊皆需要一名指導老師。 

https://reurl.cc/R0ayn9
https://reurl.cc/Lb961a
mailto:競賽官方LINE@：https://lin.ee/rzjdR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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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4. 每隊需選定一位隊長擔任統一聯絡窗口與主辦單位聯繫。 

5. 請每組隊長及隊員加入競賽官方LINE@。 

6. Line官方帳號主要為Q&A聯繫使用，競賽期間的重要公告皆以e-mail 

為主，並將寄發給各隊隊長及指導老師。 

大專組 

1. 全國大專院校之大學部、研究所在學學生。 

2. 可跨班/跨科/跨校組隊。 

3. 每隊人數為1~6名學生，每隊皆需要一名指導老師。 

4. 每隊需選定一位隊長擔任統一聯絡窗口與主辦單位聯繫。 

5. 請每組隊長及隊員加入競賽官方LINE@。 

6. Line官方帳號主要為Q&A聯繫使用，競賽期間的重要公告皆以e-mail 

為主，並將寄發給各隊隊長及指導老師。 

 

伍、競賽辦法及內容： 

 廠商同意書： 

1. 提交報名資料後，請各組自行選擇廠商、商品或服務來做為競賽內容。 

2. 需附廠商同意書，如簡章 P.7附件一。 

3. 請於報名後一個月內，請將廠商同意書正本掃描成電子檔、或是拍照回傳至

主辦單位。 

回傳方式請擇一: 

○1 請 email至: ecd@uch.edu.tw 

○2 回傳至競賽官方 Line@：https://lin.ee/rzjdR8v 

4. 若為自創商品則不需檢附廠商同意書。 

 

 競賽內容：  

  

 

【高中組】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 

一、電商平台佈置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占 25% 

mailto:ecd@uch.edu.tw
https://lin.ee/rzjdR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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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

1.主辦單位將依報名資料，為每個隊伍開通一組電商平台網站。 

2.主辦單位將 email「報名成功通知信」給隊長，同時提供隊伍專屬的

前、後台網址以及登入的帳號密碼。 

二、一頁企畫書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高中組為「一頁版」企畫書，主辦單位將隨同「報名成功通知信」email

企畫書範例做為參考。 

占 25% 

三、社群行銷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建立 Facebook 粉絲團 

2.建立 Instagram 社群 (必須設為公開帳號) 

3.評分將參考發文內容、模擬之行銷活動、FB按讚數、IG追蹤數等。 

4.FB按讚數及 IG追蹤數兩者相加達 300個以上即得其中 10% 之分數。 

占 25% 

四、影音行銷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拍攝行銷宣傳影片(例如微電影、叫賣直播等行銷相關影片)，各組自行

評估最適效果之影片長度。 

2.需上傳至 youtube 平台（繳件時需提供連結）。 

3.影片作品於 youtube觀看次數達 100，即得其中 5%之分數。 

占 25% 

※ 【高中組】繳件網址: https://reurl.cc/oxL1zg 

1.企畫書請存成「pdf」檔案做上傳；檔名請存「隊伍名稱_企畫書」 

2.請於 2021年 12月 31日(五)24:00前上傳完畢。 

 

 

 

 

【大專組】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 

一、電商平台佈置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主辦單位將依報名資料，為每個隊伍開通一組電商平台網站。 

占 25% 

https://reurl.cc/oxL1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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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辦單位將 email「報名成功通知信」給隊長，同時提供隊伍專屬的

前、後台網址以及登入的帳號密碼。 

二、企畫書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大專組為「簡報版」企畫書，包含市場分析、推廣策略、品牌定位、行

銷規劃…等。 

2.主辦單位將隨同「報名成功通知信」email企畫書範例做為參考。 

占 25% 

三、社群行銷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建立 Facebook 粉絲團 

2.建立 Instagram 社群 (必須設為公開帳號) 

3.評分將參考發文內容、模擬之行銷活動、FB按讚數、IG追蹤數等。 

4.FB按讚數及 IG追蹤數兩者相加達 300個以上即得其中 10% 之分數。 

占 25% 

四、影音行銷 

(需與媒合之廠商、商品或服務有所相關) 

1.拍攝行銷宣傳影片(例如微電影、叫賣直播等行銷相關影片)，各組自行

評估最適效果之影片長度。 

2.需上傳至 youtube 平台（繳件時需提供連結）。 

3.影片作品於 youtube觀看次數達 100，即得其中 5%之分數。 

25% 

※ 【大專組】繳件網址: https://reurl.cc/xEZ9D5 

1.企畫書請存成「pdf」檔案做上傳；檔名請存「隊伍名稱_企畫書」 

2.請於 2021年 12月 31日(五)24:00前上傳完畢。 

 

陸、競賽獎項及成果： 

組別 

獎項 
高中組 大專組 

第一名 1隊 獎金 5,000元 獎金 5,000元 

第二名 1隊 獎金 3,000元 獎金 3,000元 

第三名 1隊 獎金 2,000元 獎金 2,000元 

https://reurl.cc/xEZ9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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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頒發獎狀與獎金。 

※全程參與競賽並繳件完成，於競賽結束後均將獲頒挑戰完成證明。 

 

柒、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及贊助廠商，有將參賽作品進行產品研發、宣傳、刊印、展覽及再製之

權利。 

2.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終止、變更本活動之權利。另本

活動辦法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訂之權利。 

3. 智慧財產權: 

(1).參賽產品內容須遵守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隱私權、個人資料保

護等法律規定。凡使用涉及他人之人物肖像、背景音樂或任何類型著作、專

利、商標、個人資料，參賽者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或取得廠商同意書授

權。如有侵權爭議，由參賽團隊及個人自行負責。 

(2).參賽作品不得有涉及抄襲、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若經發

現、檢舉或告發有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主辦單位保留獎項暫緩公布之權利，

並經訴訟程序確認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得獎資格，並追回相關獎

(項)。 

(3).參賽團體同意主辦單位得將本參賽成果、名稱、簡介、參賽組別及所使用的資

料集等相關背景資料，彙整為開放資料格式登載於公開網站為電商教材楷模，

或舉辦成果展公開展示。 

4.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1). 本校名稱: 健行科技大學 

(2).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本校辦理學生競賽相關業務需要而為之 

(3). 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姓名、連絡方式、就讀學校、年級及電子郵件於參加

競賽時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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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 

 期間:上述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 

 地區: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國內機關/構 

 對象:承辦競賽之相關承辦人員 

 方式: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5). 您可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競賽

活動所必須者，得不依當事人請求為之。 

(6). 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所提

供之資料有不足、不實或有誤者，致使本校因無法進行必要行政作業程序而造

成您個人權益受損情事時，應自負責任。 

 5.參賽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金領取及分配)，若有任何爭執疑問，應由團隊  

   自行處理，與主辦單位無涉。 

 6.領獎者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單據(如領獎單)方可領獎，若未配合者，則視為放 

   棄獲獎資格。 

 

 

 

  

 

 

 

 

 

 

 

 

 

 

 

 

-主辦單位聯繫方式- 

健行科技大學 

電商人才培育中心 

專任助理-李小姐 

電話：03-4581196#5811 

Email：ecd@uch.edu.tw 

mailto:ecd@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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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全國電商之星競賽 

廠商同意書 
 

甲方（學校名稱及隊伍名稱）：＿＿＿＿＿＿＿＿＿＿＿＿＿＿＿ 

乙方（個人/公司行號）：＿＿＿＿＿＿＿＿＿＿＿＿＿＿＿＿＿＿ 

 

本人/本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已充分了解「2021 全國電商之星競賽」之相關競賽合作

事項及競賽規範， 

同意全體參賽人員（以下簡稱甲方），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競賽期間採用乙方同意之商品、服務及授權方式以進行競賽內容製作。 

 

甲方單位名稱（學校名稱及隊伍名稱）：＿＿＿＿＿＿＿＿＿＿＿＿＿＿（正楷簽名） 

甲方代表人（一位）：＿＿＿＿＿＿＿＿＿＿＿＿＿＿＿＿＿＿＿＿（正楷簽名/簽章） 

 

乙方單位名稱（個人/公司行號）：＿＿＿＿＿＿＿＿＿＿＿＿＿＿（正楷簽名/簽章） 

乙方代表人：＿＿＿＿＿＿＿＿＿＿＿＿＿＿＿＿＿＿＿＿＿＿＿（正楷簽名/簽章） 

個人請填身分證字號：＿＿＿＿＿＿＿＿＿＿＿＿＿＿＿＿＿＿＿＿＿＿＿＿＿＿ 

公司請填統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