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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競賽名稱 競賽類別 主辦單位 競賽等級 競賽名次及獎金 備註 

1 

全國「工業工程與管

理」大學生專題論文

競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中國工業工程學會/產學

合作委員會 

甲等 

優勝論文：5000元及獎狀 

佳作論文：3000元及獎狀 

  

工管系5.9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

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承辦單位：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2 
全國工業工程與管

理碩士論文競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中國工業工程學會/產學

合作委員會 

甲等 

優勝論文：5000元及獎狀 

佳作論文：3000元及獎狀 

  

工管系5.9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

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承辦單位：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 

3 
全國技專院校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全國性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良等 (教

育部) 

第一名：禮券 30000元、獎盃、獎狀 

第二名：禮券 20000元、獎盃、獎狀 

第三名：禮券 10000元、獎盃、獎狀 

佳作：禮券 3500元、獎盃、獎狀 

工管系 5.9第 18次系務、經

管系 5.25第 10次系務、工

設系 5.2第 18次系務、視傳

系5.22第14系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4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

學會學生論文競賽 
全國性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甲等 前三名：獎牌 

工管系5.9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5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大專校院專題競賽 
全國性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甲等 

第一名 10000元及獎狀 

第二名 5000元及獎狀 

第三名 3000元及獎狀 

工管系5.9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6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

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電

子計算機中心、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 

甲等 

資訊技術應用組 (IAP):                                                          

第一名：新台幣 15,000元                                                    

第二名：新台幣 8,000元                                                          

第三名：新台幣 5,000元                                                      

佳作(2名)：獎狀乙紙  

(得獎隊伍的指導老師及該

隊的學生成員都可得到由工

業局、教育部電算中心及資

管學會共同頒發的中英文獎

狀乙紙。)  

工管系5.9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共同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內政

部資訊中心、經濟部資訊中心、台北

市 

 

政府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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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競賽名稱 競賽類別 主辦單位 競賽等級 競賽名次及獎金 備註 

  

產學合作組 (PR):                                                                  

第一名：新台幣 30,000元                                                                      

第二名：新台幣 20,000元                                                      

第三名：新台幣 10,000元                                                           

佳作(2名)：獎狀乙紙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 3,000元 

7 

北京科技大學海峽

兩岸大學生精英論

壇競賽 

全國性 北京科技大學 良等(註) 

1.第一名頒給團體證書、每人獎狀一

張及獎助金 3000RMB整。 

2.第二名頒給團體證書、每人獎狀一

張及獎助金 1500RMB整。 

3.第三名頒團體證書、每人獎狀一張

及獎助金 800RMB整。 

4.最具創意隊伍頒給最佳創意獎，團

體證書。 

工管系 5.9第 18次系務會

議、經管系 5.25第 10次系

務會議通過。 

非教育部主辦，屬姊妹校舉

辦，高一級敘獎  

8 
全國經營管理實務

專題競賽 
全國性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需繳交報名費) 
甲等 

第一名 5000元禮券 

第二名 2000元禮券 

第三名 1000元禮券 

經管系 5.25第 10次系務會

議通過。 

原訂良等，院會議改為甲

等。 

9 資訊服務創新競賽 全國性 

經濟部工業局 

甲等 

競賽辦法

http://csim.tca.org.tw/method_5.

htm 

需繳報名費 

經管系 5.25第 10次系務會

議通過。 

原訂良等，院會議改為甲

等。   

中華民國資管學會結合工業局及台

北市電腦公會(需繳交報名費) 

10 
北區技專校院商用

英語簡報比賽 
區域性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甲等 

第一名，獎金 8,000元 

第二名，獎金 6,000元 

第三名，獎金 4,000元 

第四名，禮券 2,000元 

第五名，禮券 1,000元。 

經管系 5.25第 10次系務會

議通過。  

11 
紅點設計獎(Red 

Dot Award) 
國際性 

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 

優等(特

殊獎項) 

red dot產品設計獎：無獎金 

red dot傳播設計獎：無獎金 

red dot設計概念獎：無獎金 

工設系 5.2第 18次系務、視

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通

過。 

http://csim.tca.org.tw/method_5.htm
http://csim.tca.org.tw/method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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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F獎 (iF concept 

award) 
國際性 

主辦單位：Industrial Forum Design 

Hanover Germany iF 

優等(特

殊獎項) 

第一名  6000歐元 

第二名  5000歐元 

第三名  5000歐元 

第四名  3000歐元 

第五-七名  2000歐元 

第八-十二名  1000歐元 

工設系 5.2第 18次系務、視

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通

過。會議通過。  

13 
台灣國際創意設計

大賽 
國際性 

指導單位：經濟部 

良等(註) 

金獎 1名 50萬 

銀獎 1名 20萬 

銅獎 1名 10萬 

若干名佳作   1萬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非國際組織，降一

級敘獎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協辦單位：Co-Organizer、波酷網、

DESIGN設計 

14 
TISDC 臺灣國際學

生創意設計大賽 
國際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 

良等(教

育部) 

年度大獎 1名：新台幣四十萬元 

金獎（產品、視覺、動畫各 1名）：

新台幣二十五萬元 

銀獎（產品、視覺、動畫各 1名）：

新台幣十五萬元 

銅獎（產品、視覺、動畫各 1名）：

新台幣十萬元 

佳作 若干名：新台幣一萬元 

贊助單位特別獎若干名。（依實際贊

助單位贊助 

金額而定，並頒發獎狀一紙）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教育部高教司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創

藝產學中心 

 

15 光寶創新奬 國際性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 

良等(註) 

光寶創新獎金賞  NTD 350,000 元   

1名 

光寶創新獎銀賞  NTD 150,000 元   

2名 

光寶創新獎銅賞  NTD  80,000 元   

2名 

最佳設計        NTD  30,000 元   

1名 

最佳創意        NTD  30,000 元   

1名 

最佳應用        NTD  30,000 元   

1名 

佳作獎          NTD   5,000 元  

20名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非教育部，但具國

際性，高一級敘獎 

主辦單位：光寶科技 

協辦單位：Co-organizer、台灣創意

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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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競賽名稱 競賽類別 主辦單位 競賽等級 競賽名次及獎金 備註 

16 奇想‧設計大賽 全國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社教司、台灣創意

設計中心、中華 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甲等 

金賞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 200,000 

銀賞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100,000 

銅賞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60,000 

佳作         獎品一份。(提供技嘉

現有產品) 

前三名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協助於新

一代設計展展出 

另頒發附加獎項: 

評審團特別獎：獎金新台幣$30,000元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

會、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wonderland.com.tw)、 美商英

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合辦單位：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秀網、波酷網、設計共和 

17 
全球自行車設計比

賽 
國際性 中華民國經濟部技術處(DOIT,MOEA) 良等(註) 

金牌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 

銀牌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銅牌獎，一組 獎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優勝獎，六組 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  

創意獎，十二組 獎金新台幣壹萬伍仟

元整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院務會議由全國性更改為國

際性，並提升為優等。  

 

非教育部主辦，具國際競賽

性質，高一級敘獎 

18 
全球鞋樣/手提包創

新設計競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甲等 

金獎：一組，獎金新台幣十二萬元整            

銀獎：一組，金新台幣九萬元整 

銅獎：一組，獎金新台幣六萬元整 

優選獎：三組，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創意獎：六組，每組各得獎座壹座、

獎狀乙只 

入圍獎：八組，每組各得獎狀乙只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教育部)， 院務會

議更改為甲等。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

科技研發中心 

協辦單位：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皮件產業科技發展協會 

19 通用設計獎 全國性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

金會 

甲等 

首獎 15 萬（1 位） 

貳獎 5 萬（1 位） 

參獎 3 萬（1 位） 

佳作獎 2 萬（2 位） 

入圍獎 1 萬（10 位）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教育部) 院務會

議更改為甲等。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20 新一代設計競賽 全國性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教育部、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 

良等(註) 

金獎：產品設計類、工藝設計類、包

裝設計類、平面設計類、數位媒體類

及空間設計類等 6大類中各選 1名共

計 6名，得獎者由主辦單位頒發新台

工設系 5.2第 18次系務、視

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通

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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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競賽名稱 競賽類別 主辦單位 競賽等級 競賽名次及獎金 備註 

主辦單位: 台灣優良設計協會、台灣

創意設計中心 

幣 60,000元獎金、獎狀及指導老師感

謝狀乙紙，惟各類別報名件數至少須

達 30件以上。 

銀獎 

銅獎 

廠商特別獎、佳作 

等。 

非教育部主辦，具全國性，

高一級敘獎 

協辦單位: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

會、台南市政府 

21 
全國創新機構設計

競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經濟部技術處 

甲等 

金牌獎(一組)獎金新台幣壹拾伍萬元 

銀牌獎(一組)獎金新台幣壹拾萬元 

銅牌獎(一組)獎金新台幣參萬元 

佳作獎(三組)獎金新台幣壹萬元 

入選獎(六組)獎金新台幣伍仟元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

甲等。 

  承辦單位：健康科技中心 

22 眼鏡設計比賽 全國性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甲等 

首獎 35,000 萬（1 位） 

貳獎 25,000 萬（1 位） 

參獎 15,000 萬（1 位） 

佳作  5,000 萬（10 位）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台灣省鐘錶眼鏡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 

台北市眼鏡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當代

眼鏡雜誌社 

23 台北設計獎 全國性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良等(註) 

1.產品應用組 

金獎 1名 50萬 

銀獎 1名 30萬 

銅獎 1名 15萬 

佳作 5名  5萬 

廠商特別獎 5名 由贊助單位提供新

台幣 2萬元或等值商品。(本獎項將依

參賽作品整體水準有所調整，主辦單

位保留變更調整獎項數量之權利。) 

2.創意概念組 

金獎 1名 30萬 

銀獎 1名 15萬 

銅獎 1名 10萬 

佳作 5名  5萬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

優等。 

非教育部主辦，具全國性

質，獎金高額，高一級敘獎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執行單位：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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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晟銘盃 全國性 

指導單位：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中國生產力中

心、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 

甲等(教

育部) 

大 賞  1名 獎金 200,000元 + 獎座 

+ 獎狀 + 獎品 FORTI SWISS 

WATCHES(市價 $53000) 

金 賞  1名 獎金 100,000元 + 獎座 

+ 獎狀 

銀 賞  1名 獎金  50,000元 + 獎座 

+ 獎狀 

銅 賞  1名 獎金  30,000元 + 獎座 

+ 獎狀 

佳作賞 5名 獎金  10,000元 + 獎狀 

入圍賞 10名 獎金  3,000元 + 

DESIGN 雜誌 1年 

入選賞 10名 DESIGN雜誌 1年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甲

等。 

 

主辦單位： 

晟銘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人晟銘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 

FORTIS、浩漢設計公司、DESIGN雙

月刊、波酷網、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

會、創意精品網、設計搜酷網 

25 育秀盃創意獎 全國性 

指導單位：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甲等 

金獎：一名，獎學金新台幣 15萬元 

銀獎：一名，獎學金新台幣 8萬元 

銅獎：一名，獎學金新台幣 5萬元 

佳作：二名，獎學金新台幣 2萬元 

特別獎：Mio創新獎：一名，獎學金新

台幣 10萬元 

工設系5.2第18次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甲

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育秀教育基金

會、MICTAC SYNNEX、聯華神通集團、

神達電腦、BOCLH聯華氣體、聯強文

化藝術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

學學會、DESIGN CENTER、成大生活

流行用品設計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STUFF、NEXT數位時代、台灣文

化精品設計教學資源中心、DESIGN 

FASCINATION、YAM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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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時報金犢獎 全國性 

時報金犢獎執行委員會（台灣與大陸

共同舉辦）參加件數超過 2萬件以

上，獲獎難度甚高 

良等(註) 

l   金犢獎：每類項選出一名，榮獲

獎學金新台幣三萬元、獎座壹座。 

l   銀犢獎：每類項選出一名，榮獲

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獎座壹座。 

l   銅犢獎：每類項選出一名，榮獲

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獎座壹座。 

l   佳 作：每類項選出五名，榮獲獎

狀壹紙。  

l   優 選：選出若干優秀作品，榮獲

獎狀壹紙。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非教育部主辦，具全國性，

獲獎難度高，高一級敘獎  

27 4A Yahoo!創意獎 全國性 
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4A）、

Yahoo奇摩 
甲等 

l   金獎：新台幣五萬元、獎座壹座 

l   銀獎：獎座壹座 

l   銅獎：獎座壹座 

l   佳作：獎狀壹張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28 
全國技專校院電腦

動畫競賽 
全國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經濟部 

甲等 

l   優勝及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

作品將由主辦單位輔導送件參加各項

國際影展，如能獲選進入國際競賽單

元（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並

具得獎資格者，將補助指導老師與創

作學生出席國際競賽、影展，觀摩學

習。  

l   入選若干名：頒發獎狀。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9 
全國技專校院廣告

與平面設計競賽 
全國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經濟部 

甲等 

l   金獎：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伍

萬元。  

l   銀獎：各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貳萬元。  

l   銅獎：各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壹萬元。  

l   佳作：各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伍仟元。  

l   評審推薦獎：各頒發獎狀乙紙。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主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嶺東科

技大學 

30 
靳埭強設計獎—全

球華人設計比賽 
國際性 

中國汕頭大學(5個國家（地區）以

上參賽) 
良等(註) 

l   未來設計師大獎：1名（獎金人民

幣 15,000元及獎杯） 

l   金獎：2名（獎金人民幣 5,000元

及獎杯） 

l   銀獎： 3名（獎金人民幣 3,000

元及獎杯） 

l   銅獎：6名（獎金人民幣 1,000元

及獎杯） 

l   評審獎：5名（獎金人民幣 1,000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非教育部主辦，具國際性，

高一級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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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獎杯） 

l   最佳包裝設計獎：1名（獎金人民

幣 1,000元及獎杯） 

31 

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國際性 

主辦單位：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oyama 

優等(特

殊獎項) 

l   Grand-Prix: 1,000,000 yen  

l   Gold Prize: 500,000 yen  

l   Silver Prize: 300,000 yen  

l   Bronze Prize: 100,000 yen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協辦單位：Japan Graphic Designers 

Association (JAGDA)、Tokyo Art 

Directors Club (TOKYO ADC)、Tokyo 

Illustrators Society (TIS)、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 (TDC)、Poster 

Town Toyama’ Organizing 

Committee 

35個國家（地區）以上參賽 

32 

Taiwan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國際性 

指導單位：經濟部 

良等(註) 

l   金獎 1名 50萬 

l   銀獎 1名 20萬 

l   銅獎 1名 10萬 

l   若干名佳作 1萬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非教育部主辦，具國際性，

高一級敘獎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協辦單位：波酷網、Co-Organizer、

DESIGN設計                                                   

PS:(15個國家（地區）以上參賽) 

33 

International 

Poster Biennale in 

Warsaw, Poland 

國際性 
Warsaw Poster Museum, Poland(35

個國家（地區）以上參賽) 

優等(特

殊獎項) 

l   The Gold Medal：12 000 zlotys 

l   The Silver Medal：8 000 zlotys 

l   The Bronze Medal：4 000 zlotys 

l   The Golden Debut：5 000 zlotys 

l   Special category：5 000 zlotys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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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nternational 

Socio-Political 

Poster Biennale, 

Auschwitz, Poland 

國際性 

International House of Young 

People' Meetings in Oswiecim(15

個國家（地區）以上參賽) 

優等(特

殊獎項) 

l   The major award of PLN 5,000, 

The second award of PLN 2,000, The 

third award of PLN 1,000  

l   The 5 honourable mentions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35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 
國際性 

Adobe國際總公司(20個國家（地區）

以上參賽) 

優等(特

殊獎項) 

l   Category Winners：無獎金，但

給予價值 US$3000的軟體使用權 

l   Finalists：無獎金，但給予價值  

US$149～US$799不等的軟體使用權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36 

Golden Bee- Moscow 

Glob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國際性 

Moscow, Central House of 

Artists(30 個國家（地區）以上參

賽) 

優等(特

殊獎項) 

l   Golden Bee Grand Prix：無獎金 

l   Golden Bee Awards for each 

category：無獎金 

l   Rodchenko Award：無獎金 

l   Academy of Graphic Design 

Diplomas：無獎金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37 全國台陽美展 全國性 中華民國台陽美術協會 甲等 

l   台陽獎：新台幣伍萬元 

l   金牌獎：新台幣三萬元 

l   銀牌獎：新台幣二萬元 

l   銅牌獎：新台幣一萬元 

l   優選獎：若干名頒發獎狀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38 全國台灣國展 全國性 台灣國展委員會 甲等 

l   第一名：新台幣參拾萬元 

l   第二名：新台幣壹拾伍萬元 

l   第三名：新台幣壹拾萬元 

l   優選：新台幣肆萬元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39 全國美展 全國性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良等(註) 

l   金牌獎：奬金新台幣 20萬元，獎

座乙座，獎狀乙紙 

l   銀牌獎：奬金新台幣 12萬元，獎

座乙座，獎狀乙紙 

l   銅牌獎：奬金新台幣 8萬元，獎

座乙座，獎狀乙紙 

l   入選：發給入選證書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原訂良等院務會議更改為優

等。 

非教育部主辦，具全國性，

得獎難度高，高一級敘獎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美術館主辦 

40 全國學生美展 全國性 指導單位：教育部 甲等 
l   特優 

l   優等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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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立台灣美術館主辦 
l   甲等 

l   入選 

 

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41 
國父紀念館青年寫

生比賽 
全國性 主辦單位：國父紀念館 甲等 

l   第一名：錄取 1名發給獎金捌仟

元、獎狀乙幀。 

l   第二名：錄取 1至 2名各發給獎

金伍仟元、獎狀乙幀。 

l   第三名：錄取 1至 3名各發給獎

金參仟元、獎狀乙幀。 

l   佳作錄取十名各發給獎金壹仟

元、獎狀乙幀。 

l   入選若干名各發給獎狀乙幀。 

視傳系 5.22第 14系務會議

通過。 

  

42 
國科會大專生研究

創作獎 

全國性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良等 獲獎人數每年以一百名為限/二萬元 
工管系 102.12.11第 6次系

務會議通過。 

43 
卓越品質碩博士論

文獎 

全國性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甲等 

1.碩士論文組 

金帶獎三名，獎狀壹紙。銀帶獎十名，

頒給獎狀壹紙。 

2.博士論文組 

金帶獎一名，獎狀壹紙。 

銀帶獎三名，頒給獎狀壹紙。 

工管系 102.12.11第 6次系

務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