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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天賦自由-2021 跨領域創新構思工作坊》 

-開放教師觀摩- 

 

 

 

 

 

 

 

主辦單位：產學合作處三創教育與發展中心、學研產中心 

聯絡人：江小姐(分機 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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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說明 

一、活動目的 

當愛迪生被問到如何有天才根源時說道：「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再加上百

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本校為鼓勵師生關注國際議題及提升社會關懷的敏感度，

建立跨領域交流的機會與平台，特舉辦「讓天賦自由-2021 跨領域創新構思工作

坊」，邀請創新創業顧問李鍇朮老師面對面引導，從無至有進行發想，經由跨領

域合作構思創新作品，並於後續協助參加國際競賽。 

開放且歡迎不同專業的同學，只要你有百分之一的靈感想讓天賦自由，我們

可以帶領你一起熬過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成就屬於你的驕傲。 

二、活動日期：110 年 5 月 29-30 日(星期六、日) & 6 月 29-30 日(星期二、

三)，共計 4 天。 

三、活動時間：每日 09:00-17:00 (中午可協助訂餐) 

四、活動地點：設計大樓 2 樓 D-215 專業教室(電梯正前方) 

五、活動對象：1. 學生：本校具學籍的在學學生(含碩、博士)者 

2. 老師：對跨領域指導、創新構思設計及國際競賽等有興趣的

教師採現場觀摩 

六、報名人數：35 人(可以個人或團隊報名，唯獨團隊上限為 4 人；鼓勵由跨系

所組成、若為畢業專題團隊可維持原團隊人數或增加跨系組員；

為維護工作坊學習品質，總參加人數限制於 35 人以內，依報名

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觀課老師不限人數。 

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5:00 截止(如遇報名人

數提前額滿，主辦單位有權提前關閉報名網站) 

八、獎勵證書：凡全程參加者可頒發研習證書乙份，另於最終評選階段選為前

三名者，將頒發獎勵金以資鼓勵。 

九、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tZBPWTo1uUfKYLS6 

十、聯絡窗口：產學合作處三創教育與發展中心，江小姐，分機 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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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坊時程 

1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 內容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場 
【主持人】三創中心周文智主任 

【講師】創新創業顧問李鍇朮老師 

09:05-10:05 破冰&分組 

1. 請自由選組，每組不超過 4 人為限(畢業

專題團隊可維持原團隊人數或增加跨系組

員) 

2. 線上建立組別資料 

3. 小組內部自我介紹 

10:05-10:30 議題介紹 
針對 iF 2021_02 設計新秀獎 SDGs 議題

進行說明及如何探討與研究 

10:30-12:00 各組議題探討 
各組進行題目構思、議題、環境、使用者探

討(最少 2 個議題方向) 

中午 12:00-13:00 午餐 

下午 

13:00-14:00 
各組議題探討 

/發表準備 
 

14:00-15:30 各組議題發表 
1.團隊介紹+議題介紹(PPT 簡報) 

2.每組約 3-5 分鐘 

15:30-16:30 
各組議題探討

與收斂 
 

16:30-17:00 發想構想介紹 李老師針對議題展開構想作介紹 

晚上 17:00~ 各組自由運用，進行議題再次深入探討與構想發展 

110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 

時間 內容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各組討論 針對昨晚的內容進行小組討論 

10:00-12:00 各組討論 構想發展 

中午 12:00-13:00 午餐 

下午 13:00-15:00 
各組討論 

/發表準備 
構想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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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30 各組構想發表 每組約 3-5 分鐘 

16:30-17:00 作品上傳 上傳作品至雲端空間並確認組別資料 

至下堂課期間請持續與自己的老師討論，並於 6 月 14 日前上傳新版作品檔案

至雲端空間，將作為最終評分標準之一。 

11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 內容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各組討論 
針對 5 月 30 日~6 月 28 日的內容進

行小組討論 

10:00-12:00 各組構想發表 每組約 3-5 分鐘 

中午 12:00-13:00 午餐 

下午 13:00-17:00 各組發表準備 

1.構想收斂 

2.草模製作+3D 或 2D 繪製/iF 表板

製作/發表簡報製作 

晚上 17:00~ 各組自由運用，進行成果發表準備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時間 內容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各組發表準備 
草模製作+3D 或 2D 繪製/iF 表板製

作/發表簡報製作 

中午 12:00-13:00 午餐 

下午 

13:00-16:00 成果發表 

1.上傳作品至雲端空間 

2.各組發表(每組 5-10 分鐘，全場投

票)。 

16:00-17:00 頒獎 

1.統計前 3 名 

2.頒獎+總結 

3.校外評審點評 

備註：李鍇竹老師隨時會到各組身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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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分方式及獎項 

最終評選由所有學員、評審老師及校、內外評審選出本次工作坊前 3 名作品，

得獎團隊將由主辦單位協助輔導報名「iF 2021_02 設計新秀獎」或「2022 國際

設計競賽全校性徵件」等。 

評分方式：現場投票，學員每人 1 票(每票 1 分)，指導老師共有 5 票(每票 5

分)、評審老師共有 5 票數(每票 3 分)，加權後統計選出前三名。(實際握票數依

組別增減) 

獎項 構思Wonderful 構思 Hen優秀 構思好棒棒 

金額 
1 名/組 

NT$3,000 

1 名/組 

NT$2,000 

1 名/組 

NT$1,000 

 主辦單位有權保留獎項從缺與增加及獎金調整之權利。 

 獎金依台灣稅法，所獲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壹仟元者，須列入該年度所得

稅申報；如為外籍人士，須配合繳交獎金之 20%稅金及居留證影本。 

肆、重點說明 

一、 本工作坊為免費報名，為求良好之執行成效，請報名學員確認可全程參與 4

天活動。 

二、 凡全程參與者會後可獲得研習證書乙份，並有機會角逐評選，獲選前三名者，

將可獲得獎勵金以資鼓勵。 

三、 本工作坊一律採線上報名，經本單位確認後，將發送確認信至連絡信箱，收

到者即錄取為本次活動學員，並請立即加入 Line 群組。 

四、 工作坊開放對跨領域指導、創新構思設計及國際競賽等有興趣的教師現場

觀摩。 

五、 請參與工作坊的同學自備電腦、延長線等設備於課堂間直接操作，並提供雲

端空間供作品上傳。 

六、 活動當日可協助訂購午餐，請避免隨意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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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次工作坊產出之所有作品將視課堂參與程度及作品完整度，鼓勵報名「iF 

2021_02 設計新秀獎」或本校「2022 國際設計競賽全校性徵件」，凡經校

內審查通過者，將協助作品翻譯及報名作業。 

伍、注意事項 

一、 工作坊以主辦單位時間為準，請自行留意聯絡手機或信箱。 

二、 若有構想帶入工作坊，其不得為已公開發表之作品、市面上所發行之產品或

其他供商業用途之創作。若經人檢舉、告發並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有權取

消資格；若為獲獎者，得追回獎金、研習證書，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

法律責任，概由參加學員自行負責。 

三、 以團隊名義報名的學員，請指定授權代表人一人，負責工作坊聯絡等相關權

利義務之事宜。 

四、 團體報名的所有成員和代表者，請自行分配團體內部的各項權責歸屬，若有

任何爭執疑問之處(如獎金領取方式與分配)應自行處理，本單位不涉入爭議

並保持中立。 

五、 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時，屬參賽者所有；參賽者如為多

人組成之合作團隊，為免日後發生爭議，其著作權之交易、成員間之關係（委

託或授權）等事項，需由成員間自行釐清權責。 

六、 前三名之作品，將視作品性質並配合主辦單位報名參加 iF 2021_02 設計新

秀獎及 2022 國際設計競賽全校性徵件。 

七、 若獲得推薦參加國際發明競賽之作品，將視審查情況由本中心協助指導申

請專利，其作品所有權人為朝陽科技大學。詳細辦法請參照本校「國際三創

競賽參賽補助辦法」及產合處「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八、 工作坊產出之作品皆需配合參與主辦單位辦理之相關推廣活動，主辦單位

得運用工作坊作品圖片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作為展覽、宣傳、推廣、報

導、出版等非營利推廣之用。 

九、 獎項由評審視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或「增加名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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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辦理工作坊需要而蒐集(C001 辨識個人者)學生-系所班級、學號、姓名、手

機、E-mail、指導老師姓名等個人資料係為進行活動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

認、活動聯繫、獎金頒發及後續參加國際競賽等相關行政作業之用，並做為

日後本工作坊相關訊息聯絡。本校將於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

地區)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為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十一、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就您的個人資

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

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產學合作處三創教育與發展中心。本校

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則無法參加本活動。 

十二、 凡報名者，即視同承認本工作坊辦法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得

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修正後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