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 

簡章（口報組） 

一、 活動目的： 

因應高齡社會來臨，鼓勵青年學子透過參與競賽更加了解高齡者需求和銀髮產業趨勢，

提供全國技專校院健康照護/老人服務/高齡福祉/復健等相關學系師生相互交流與學習的

機會。透過辦理老人福祉設計競賽，激勵學生創新與研發能力，為高齡者和銀髮產業設

計創新實用與人性關懷，可以解決關鍵問題的老人福祉產品或照護方案，提升高齡者的

生活品質。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主辦單位：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協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三、 參加對象： 

全國技專校院健康照護/老人服務/高齡福祉/復健等相關學系在學學生，歡迎各校組隊參

加。每隊伍學生人數以 5人為限。每團隊須有指導老師 1人，指導老師不限指導一組團

隊。參賽師生必須是同校、同學系，不得跨校跨科系。作品先前若已有全國性比賽得獎

前三名紀錄，則不能報名本競賽。 

**口報組限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二技、四技、大學部，不含研究生) 

四、 活動時間：2022年 11月 25日（周五）09:00 ~ 17:30【議程表詳如附件一】 

五、 報名及公告決賽入圍時間： 

1. 【步驟一】活動官網報名：即日起至 2022年 10月 16日（周日）23:00 截止，競賽官

網。 

2. 【步驟二】上傳資料：即日起至 10月 23日（周日）23:00 前，依指定雲端系統上傳

參賽聲明授權書（附件二）及參賽作品規劃書（附件三）。 

3. 公告決賽名單：主辦單位於 2022年 11月 11 日（周五）公告決賽名單。 

 

六、 活動地點：B1演藝廳。 

七、 報名方式： 

1. 活動官網： 

2. 本競賽全面採用線上作業，恕不接受電話及傳真報名。 

3. 活動聯絡洽詢：長庚科大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詹柏廷老師，電話 (03) 211-8999#5845 

或 E-mail:ptchan@mail.cgust.edu.tw。 

ptchan@mail.cgust.edu.tw


 

 

 

八、 競賽規則：競賽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初賽：作品規劃書採「書面審查」，由評審委員選出入圍作品 

1. 成績評定：由主辦單位聘請本校以外之學界及業界專家，共同擔任評審委員。 

2. 初賽評審標準：  

作品規劃書評分項目 

規劃創意及與主題關聯度 50% 

作品對高齡者的實用性 30% 

有助於提昇產業發展的潛力 20% 

決賽：進行現場簡報及成果展現，由評審委員選出得獎作品 

1. 請各團隊參賽學生於報到時，先將作品檔案交給工作人員進行存檔。 

2. 每團隊簡報時間約 12分鐘，包括限時 7分鐘進行口頭報告及成果展現，5分鐘問

答。 

3. 比賽當日簡報不可以呈現校系名、指導老師姓名，以免影響評審評分，如有上述

情形將被扣分。 

4. 成績評定：由主辦單位聘請本校以外之學界及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共同評定

之。 

現場簡報評分項目 

主題創新與重要性 25% 

創新適當性與嚴謹度 25% 

結果貢獻與應用價值 25% 

表達能力與完整性 25% 

九、 獎勵辦法： 

1. 入圍決賽團隊經評審講評後，依名次頒發前三名與佳作獎數名電子獎狀。 

2. 入圍決賽帶隊指導老師與參賽同學（未得獎）將頒發入圍決賽證明。 

3. 參賽帶隊指導老師與參賽同學（未入圍決賽）將頒發參賽證明。 

4. 獎狀及相關證明，將於競賽後以數位電子檔形式傳送。 



 

 

十、 重要說明 

1.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之。 

2. 活動結束後即進行頒獎，請各團隊參賽師生務必全程參與。 

3. 主辦單位有權現場實況拍照及攝影，以作為存檔或資料參考之用，簽署授權同意書。 

4. 參賽作品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作品、圖像等或代筆之情

形。若有侵犯智慧財產權者，經認定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已獲獎者追回頒發之

獎項，並由參賽團隊自負法律責任。 

5. 入圍決賽之參賽團隊不得更換參賽主題。 

十一、 附件說明 

◼ 附件一   2022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議程表 

◼ 附件二   參賽聲明授權書 

◼ 附件三   參賽作品規劃書 

◼ 附件四   交通方式及路線圖 



 

 

附件一  

2022 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

議程表 

時間 2022.11.25（周五） 

09：00～10：00 

（60分鐘） 
海報獎複選組線上報到、海報競賽影片欣賞 

10：00～11：00 

（60分鐘） 
海報獎複選-線上競賽（上午場次） 

11：00～12：00 中場休息時間 

12：00～12：30 

（30分鐘） 
口報組實體報到 

12：30～15：30 

（180分鐘） 
口報組複選-實體競賽（下午場次） 

15：30～16：00 

（30分鐘） 
午茶&評審評分時間 

16：00～17：30 

（90分鐘） 
頒獎及綜合講評  

 



 

 

附件二 下載網址: https://ptchan.wixsite.com/1125as 

 

隊長代表填寫並親簽掃描檔案，回傳至雲端資料夾備查。 

 

2022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授權書 

參 賽 聲 明 

本隊由隊長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以下聲明： 

本團隊參加「2022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活動，作品

名稱為：                                              

1. 本隊保證全體成員均已確實了解活動簡章和公告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2. 本人暨團隊所有成員具結上述各項報名資料正確無誤，以及所參加比賽之作品係本人（團

隊）之原創著作，若非原創，請註明資料來源出處，若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3. 本人暨團隊所有成員同意上述參賽作品，相關之聲音、影像、文字、圖畫、實物之設計或

所提之創意，主辦單位得不限任何地點集結成冊，出版和發行之權利。 

4. 若本組獲獎時，本人暨團隊所有成員同意以指導老師為第一作者，其餘成員為共同作者，

共同刊載於「2022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作品彙編」。 

 

聲明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作品編號  收件日期  檢核人員  

 

https://ptchan.wixsite.com/1125as


 

 

附件三 下載網址 https://ptchan.wixsite.com/1125as 

參賽作品規劃書 

2022年第八屆全國技專校院老人福祉產品/服務創新設計競賽 

參賽作品規劃書（口報組） 

作品名稱  

收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格式：請以中文(標楷體)或英文(Times New Roman)，大小 12級，行距為單行間距 1.5 撰

寫。內容如下列，至多以 5頁為限，檔案大小限制在 2MB 內。 

(一) 創作動機 

(二) 創新設計流程說明 

(三) 作品/服務說明 

(四) 專業應用及價值性 

此範本僅供參考，參賽者可自行增列更適當之項目。 

 

 

 

 

 

上傳時檔案請命名「隊長姓名-作品名稱」，檔案大小限制在 2MB內 

  

 

 

 

 

 

https://ptchan.wixsite.com/1125as


 

 

附件四 

交通方式及路線圖 

※本次競賽無法協助參賽人員申請校內停車位與停車證，故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

具或是將車輛停放至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場外停車場或志清湖旁停車格。 

桃 園 捷 運 說 明 

1.台北車站：搭乘機場捷運「紫色直達車」至 A8長庚醫院站只要 21分鐘。 

2.桃園高鐵站：因機場捷運直達車未停靠桃園高鐵站，建議直接搭乘「藍色普通車」至 A8站只

要 39分鐘，不須換車。  

如需時刻表請下載「機捷時刻查詢 APP」。 

 

※機 場 捷 運 路 線 圖 

 

 

 

校 區 交 通 車 （無乘車費用） 

1、汎航客運  林口長庚←→校區(發車時刻或停駛資訊，請依汎航客運公告為主) 

路線名稱：校區區間車。  

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長庚校區候車亭 

時刻表及聯絡方式：汎航公司（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 

Tel：03-3281200 分機 3437 詢問（校內分機直撥 403-3433）。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2、桃園客運  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站←→校區(寒暑假停駛) 

路線名稱：桃客校區區間車 

時 刻 表：（1）收假日（星期日），行駛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 站→校區。乘車地點：林

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 

班次為 19:00、19：15、19:30、19:45、20：00、20：30、21：00、 

21：30、22：00等九個車次。 

（2）星期一，行駛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 站→校區。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班次為 09:00。 

（3）星期三，行駛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 站→校區。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班次為 07:40。 

（4）星期四，行駛校區→機場捷運 A7站→林口長庚。乘車地點：長庚校區交通

車候車處班次為 14：15、14：45、15：00、16：00、16：45等五個車次。 

（5）星期五或國定假日前一天，行駛校區→機場捷運 A7站→林口長庚。乘車地

點：長庚校區交通車候車處。 

班次為 10：15、10：45、11：15、11：45、12：00、14：15、14：45、15：

00、15：55、16：45、17：15等十一個車次。 

（6）星期六，行駛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 站→校區。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班次為 07:40。 

（7）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專車)，行駛林口長庚→校區。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

院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班次為 08:05。 

（8）星期一至星期五(下班專車)，行駛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站→校區。 乘車

地點：長庚校區交通車候車處，班次為 18:00。 

聯絡方式：桃園客運公司（ http://www.tybus.com.tw/ ）Tel：03-3625100詢問。 

 

3、千進通運 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站←→校區(寒暑假停駛) 

路線名稱：千進通運校區區間車 

乘車注意事項:林口長庚→機場捷運 A7站(只能上車不能下車)→校區。 

                校區→機場捷運 A7站(只能下車不能上車)→林口長庚。 

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旁社區及校區乘車處、機場捷運 A7站公車候車亭、校 

           區乘車處。 

時 刻 表： 



 

 

 

 

定 期 公 車（乘車費用依各路線核定票價而定） 

1、桃園客運  桃園←→校區  公車 

路線名稱：桃園客運 5065 班車  體育學院→桃園(經大埔、中正運動公園) 

乘車地點：桃客總站（沿路停靠站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A7 體育大學站、體育園區站牌

上下車。 

2、桃園客運  桃園←→校區  公車 

路線名稱：桃園客運 5057A 班車  長庚醫院→桃園(繞駛體育大學) 

乘車地點：桃客總站（沿路停靠站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體育園區、校區乘車處或本校第

二教學大樓站牌上下車。 

 

2、桃園客運  桃園←→林口長庚醫院、桃園分院  公車 

路線名稱：桃園客運 202、5057A班車  體育大學-工四工業區、長庚醫院→桃園(繞駛體育

大學) 

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外站牌、桃園分院外站牌（沿路停靠站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體

育園區、校區乘車處或本校第二教學大樓站牌上下車。 

時刻表  ：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請提早候車 

聯絡方式：桃園客運公司（ http://www.tybus.com.tw/ ） Tel：03-3625100詢問。 

http://www.tybus.com.tw/


 

 

 

3、三重客運  台北市政府←→校區  公車 

路線名稱：三重客運 1211、1211B班車  長庚大學經林口長庚(林口市區)–中山高–台北市政

府路線。  

乘車地點：台北市政府站牌（沿路停靠站請參考三重客運網頁），長庚校區候車亭上下車。 

時刻表  ：發車時刻與班車資訊請參考三重客運網頁

(http://www.sanchung-bus.com.tw/zh-tw/factory-3688/各站路線資料.html)或 Tel：

03-3283280詢問。。 

 

4、三重客運  台北火車站←→校區  公車(直接上高速公路) 

路線名稱：三重客運專車 

乘車地點：長庚校區候車亭上下車。 

時刻表  ：星期一至星期五 17:10(一班)。 

          星期五增加 12:15、15:15、17:30及 18:50(寒暑假停駛)。 

   聯絡方式：三重客運公司（ http://www.sanchung-bus.com.tw/）Tel：03-3283280 詢問。 

 

乘  車  地  點  資  訊  

 

 

長庚醫院內，社區及校區乘車處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車輛到站時間及班次資訊，建議使用台灣公車通或桃園等公車 APP 查詢。 

長庚校區交通車候車處 

也是定期公車候車處 

第二教學大樓戶外站牌 



 

 

     

 

 

 

 

 

 

 

 

轉 乘 資 訊※轉乘資訊僅提供參考，詳細路線及班次以各客運公司公告為準，謝謝。 

林口長庚醫院週遭設有眾多客運公司站牌，通往不同地點，您可作為轉運點。下列路線僅提供

參考，詳細路線及班次以各客運公司公告為準，您可前往該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詳細路線。 

1、汎航通運：林口長庚─台北車站、林口長庚─台北長庚、林口長庚─中壢車站 林口長庚─桃

園車站、林口長庚─桃園分院、林口長庚─護理之家、林口─長庚社區（經長庚

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校區） 

2、三重客運：858樹林─林口長庚醫院、936林口─捷運圓山站、 

             1206公西─板橋、1207公西─成州─北門、1209公西─北門、 

             1210竹林山觀音寺─台北車站、1211長庚大學─台北市政府 

3、桃園客運：701龍潭─林口長庚醫院、702大溪─林口長庚、 

             5063林口─光華坑─桃園、5116松山機場─林口長庚─桃園 

http://www.cgmh.com.tw/frms/frms1.htm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http://www.tybus.com.tw/


 

 

4、台北客運：920林口─捷運板橋站、925蘆洲─中山高─林口、 

             931蘆洲─中山高─林口(經南勢里) 

5、新北市新巴士：F231 長庚醫院─林口加油站 1、F232 長庚醫院─林口加油站 2、 

                 F233 水尾─長庚醫院、F235 瑞平國小─台北新都、 

                 F237 出水坑─林口加油站、F250 太平社區─長庚醫院 

                 F611 大學風呂─長庚桃園分院 

6、龜山鄉免費鄉民公車：大坑線、坪頂線、長庚直達黃線、長庚醫院紅線、長庚醫院藍線 

7、蘆竹鄉民公車：綠線(蘆竹鄉公所─長榮─林口長庚) 

8、國道客運： 

阿羅哈客運(台中、斗南、大林、嘉義、岡山、楠梓、九如、高雄) 

統聯客運(苗栗、豐原、台中、彰化、鹿港、溪湖、西港、竹山、南投草屯、西螺、虎尾、

北港、台西三條崙、東石、布袋、嘉義) 

國光客運(新竹、頭份、竹南、苗栗、朝馬、台南、楠析、高雄、屏東)、 

豐原客運(豐原、東勢) 

日統客運(梅山、北港、麥寮、嘉義、四湖)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號 / 電話：(03)211-8999#3156 / 傳真：(03)211-8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