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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複決賽地主學校徵求公告 

 

一、 目的：為擴大 107年智慧鐵人創意競賽（以下簡稱本競賽）之各界參與，擬

公開徵求複決賽地主學校。 

二、 主辦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三、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四、 複決賽地主學校徵求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與高級中等學校。 

五、 複決賽辦理時間：競賽分複賽與決賽，複賽時間兩天訂於 107年 7月初，決

賽五天訂於 107年 7月底到 8月初，整個工作期程含賽前準備工作 5天及賽

後清場 1天。 

六、 地主學校任務： 

（一） 依據本競賽規劃內容，提供所需之場地空間、軟硬體設施、競賽人力及

相關行政庶務處理等。 

（二） 學校所在地區附近高級中等學校之推廣說明。 

（三） 決賽地區性宣傳。 

七、 地主學校可獲回饋與經費補助： 

(一) 增加地主學校國內外知名度 

1. 獲選為複決賽地主學校者，得於本競賽之各記者會、說明會或文宣資

料(含網站)列名及媒體新聞稿露出。 

2. 透過上萬人次點閱本競賽官網，使各界了解學校提供之相關資訊。 

3. 本競賽包括國際隊伍蒞臨參賽，提升舉辦地主學校之國際曝光度。 

(二) 建立地主學校良好形象 

1. 決賽地主學校可於賽前規劃校園巡禮活動，帶領參賽學生參觀與認識學

校，全國百餘位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賽，將可使學生感受及體驗地主學

校校園優良環境，留下良好印象。 

2. 地主學校可以在該地區保送一隊進入複賽或決賽，可增進與地區高級中

等學校關係 

3. 本競賽肩負起教育青年責任，可提升社會大眾對地主學校辦學理念之認

同。 

(三) 經費補助 

1. 本競賽經費含工作人員及參賽者食宿、場地小天使工讀費用、設備租

用、場地布置費等。 



 2 

八、 地主學校應備條件及辦理事項： 

有意願之學校應對本競賽精神與內涵有所瞭解（請詳閱附件一：智慧鐵人

創意競賽內容說明），所需具備條件及應辦理之事項如下： 

（一） 應由三長或學校一級行政主管人員以上擔任負責人，綜合協調相關工作。 

（二） 應提供之場地設施： 

 場地分三大類，參賽者大本營,關卡與競賽行政總部，還有開閉幕與住宿 

1. 參賽隊伍大本營：至少 30個相同(似)之獨立空間，均需於工作期程前

淨空，且各含至少 1組電腦設備與 1張長桌、6張椅子。 

2. 競賽及準備區：原則上至少 28個獨立空間，均需於工作期程前淨空，

且各含 1組電腦設備(含 webcam)與 1張長桌、8張椅子、投影設備。 

3. 競賽行政總部含採買與小記者工作區：行政總部須為室內空間，擺放

總部使用之電腦設備，並需提供影印及列印設備。採買區：須為室內

空間，以擺放貨品及進行採購為主，需提供列印設備，若空間足夠可

與行政總部合併。小記者工作區：須為室內空間，電腦教室尤佳。以

上三處共需提供至少 20組電腦設備與足夠之桌椅，需於工作期程前安

置完畢。 

4. 開閉幕會場：可同時容納 300人以上之室內場地。 

5. 住宿：應提供 280 名工作人員及參賽者住宿，且均需備有冷氣空調與

網路；另至少提供 6間以上需具備盥洗設備完善之獨立浴室。 

6. 能容納 200 人以上且具備基本單槍投影設施之會議室，作為參賽者或

工作人員工作訓練或講習之用。 

7. 2臺伺服器，及對外網路連線，並協助電腦軟硬體架設。 

8. 上開 1-3 場地，應互為鄰近，以不超過 5 分鐘步行時間為原則；且工

作期間均應備有 24小時水電、冷氣空調與網路。 

（三） 應提供人力及應辦理事項： 

1. 決賽準備及比賽期間所涉區域之場地安全及門禁維護工作。 

2. 決賽比賽期間參賽者及工作人員、貴賓之用膳與住宿事宜。 

3. 國外隊伍機場接送、落地接待及地區性旅遊規劃事宜。 

4. 應提供每日 3班每班約 35人之小天使及其他工作人力。 

（四） 其他配合事項： 

1. 學校若處於非交通便利地區，應提供決賽準備及比賽期間參賽者與工    

作人員必須之交通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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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因應賽事進行之需，配合本競賽執行單位要求之臨時人力調派或    

相關支援。 

3. 歡迎校內教育相關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師生參與本競賽擔任小天使工

作從事創造力教育研究與觀察。 

4. 地主學校應盡力協助本計畫解決場地相關問題。 

5. 地主學校可主動赴高級中等學校進行競賽宣傳推廣事宜及地區性的媒

體宣傳，並鼓勵鄰近高級中等學校、五專生(一至三年級)報名參與活

動，共同推廣創造力教育。 

6. 邀請所屬縣市行政、教育首長與媒體蒞臨參與。 

九、 申請及審查時程： 

時程 工作項目 備  註 

106.8.10 申請截止 
若申請學校超過 3所，將會自所遞交書面資料中

選出條件最優之 3所學校進行場勘。 

106.8.30 完成場勘  

106.9.05 公布結果  

十、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06年 8月 10日止。 

（二） 申請程序：請提出學校場地配置示意圖及應備條件勾稽表（詳附件二），與

其他說明文件，email 送計畫辦公室：ironmanoffice@gmail.com，信件標

題請註明：學校名稱申請複賽或決賽場地 

（三） 查詢電話：本計畫辦公室 (02)3366-4354 

（四） 如欲進一步了解本競賽歷屆內容及媒體報導實況，可上本競賽網站查詢了

解 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也可於本屆複賽(7 月 11 日到 7

月 13日)到複賽地主學校臺灣大學或決賽(8月 5日至 8月 9日)期間，到本

屆決賽地主學校臺灣大學現場參觀。 

 

mailto:ironmanoffice@gmail.com
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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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說明 

背景介紹：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是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團隊為對象，為一兼具創意

性、競爭性、持續性、體力性、耐力性、技術性、戲劇性之全方位教育性競賽活

動。希望藉由結合體力、膽識、智慧、知識與團隊默契，在活動中培養下一代領

導者的特質，本競賽期望學子手腦靈活，並勇於創新與嘗試，將競賽之闖關遊戲

以富創意、有謀略、有計畫的方式實踐。 

 

本競賽自 93年開辦，即獲得學生與學校的廣大迴響，期間歷經 11 屆的執行，

從開辦之初僅有決賽規劃、到增設全國北中南東四區之初賽設計，最後再加入介

於初賽與決賽間的複賽規劃，使本競賽架構臻於完整。爾後，為提供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更多機會參與競賽，初賽更擴大為兩梯次，且每 1 梯次都有 3 個場次。另

外，自第 3 屆起，本競賽同時舉辦第 1 屆國際邀請賽，正式將臺灣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的創造力推向國際舞臺。自第 5 屆起，更將國內區分為高中與高職兩組，並

分別予以計分給獎，更吸引與提升高職學生目光與參賽意願；其中高職隊伍更在

第 9 屆當中，包辦國內與國際賽冠軍之亮麗成績。本競賽在國際邀請賽上，除邀

請鄰近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外，歷年來更陸續請到遠在歐美的德國、

法國、瑞典、以色列、加拿大、奧地利、比利時與尼泊爾等國家，不但使活動躍

上國際舞臺，更提供了國內學子們與國際間青年相互觀摩與交流之機會。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已為教育部重要活動之一，技專招委會也將競賽列為正式

加分項目。自第 1屆開辦之今，參賽團隊高達 19,573隊，並有 118,118人次參與。

其中，上屆〈第 15屆〉比賽共有國內 1,903隊、11萬餘人實際參賽，並於決賽邀

請外國隊伍包括奈及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智利、日本、香港、越南、

韓國等 9 隊。因此，本競賽經過一連串的蛻變與調整，使得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儼

然成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必然擁有的人生體驗之ㄧ，也期許在新一屆，除讓

競賽持續維持一定的參與人數，更讓更多青年學子能夠一同共襄盛舉，進而引導

並激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發性追求創意，培養更多學生具備多元的創意領導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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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理念： 

一般電腦遊戲之所以易為人所詬病，是因為遊戲本身營造了一個虛幻不實際

的世界，致使玩家沉迷其中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正事。因此本競賽雖以電腦遊

戲作為基礎架構，但仍保留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會面臨的問題，所以在競賽進行中，

必須時時刻刻讓參賽學生存於現實世界中的感受，例如：資源有限、時間緊迫、

沒有不勞而獲、凡事須要求證和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等感觸。為了強調真實與親切，

題目也盡量自我們生活中的背景出發。 

 

本活動富含教育意義，且因本競賽是創造力系列活動，創造力的教育與訓練

也應蘊涵其中。同時為了讓高級中等學校生正視其所學的教材之應用面，本競賽

亦應用到學生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並將教材融入競賽過程中，且講求五育並重，

發揮學生多元智慧，希望參與競賽之學生，透過學校所學的知識，自不同角度重

新思考並加以活用。 

 

競賽方式：分為初賽、複賽及決賽 

初賽：全國分北、中、南、及東與離島四區，多個場地同時舉行。初賽關卡：共

有 3~4 關，各區關卡題目相同，同步比賽。初賽採計分與淘汰綜合制。初

賽得分加總後，按照區域參賽比例分配，取得分最高前 60名隊伍進入複賽。 

複賽：參賽的 60隊於一日賽事需完成指定作品一件，由評審評分，作品分數最高

前 24隊進入決賽。 

決賽：連續 72 小時不間斷競賽，場地每年不固定、但集中於同一場地舉行（第 1

屆臺北、第 2 屆高雄、第 3 屆臺北、第 4 屆臺南、第 5 屆桃園、第 6 屆彰

化、第 7屆臺南、第 8屆彰化、第 9屆高雄、第 10屆高雄、第 11屆桃園、

第 12屆臺中、第 13屆臺東、第 14屆金門、第 15屆臺北）。參賽隊伍需於

連續 72小時的競賽中過關斬將，爭取虛擬獎金，然後以賺得的虛擬獎金自

鐵人商店中購買材料，以這些材料製作出一個比賽主辦單位要求的主題任

務。最後由評審團來以創意、美觀、主題性與功能性來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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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屆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決賽閉幕暨頒獎典禮 

參賽者及工作人員大合照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之地位：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經過13屆後，該活動不但成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重視，且

學子最熱愛的競賽之一，也奠定了以下正面的教育地位： 

1、 教育部列為重要例行競賽活動之一，並因應每年報名人數增加擴大辦理。 

2、 大學教授在學生甄試以及甚至學校評鑑時，引用此競賽結果作為指標。 

3、 本競賽已列為技專校院甄審之加分採計，加分總分之20%。 

4、 有數本學術論文將競賽作為研究主題。 

5、 地方政府辦理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國中、國小鐵人競賽。(例如：新北市、高

雄市) 

6、 企業將競賽模式業作為員工訓練。(94年 臺積電) 

7、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具有國際性，且為唯一綜合性全方位競賽。 

8、 學者一致同意智慧鐵人競賽是所有相關比賽中最難最值得挑戰之一。 

歷屆複決賽場地學校 （97年以後才有複賽）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複賽 師範大學 長榮大學 明道大學 弘光科大 大葉大學 元智大學 國家考場 臺東大學 康寧大學 臺灣大學 

決賽 明道大學 長榮大學 大葉大學 高苑大學 樹德科大 元智大學 亞洲大學 臺東大學 金門大學 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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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 年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決賽地主學校應備條件勾稽表 

 

申請學校：                        

 

負責人資料：1. 姓名/職稱：          2. 服務單位：       

 

連絡人資料：1. 姓名/職稱 ：             

      2. 連絡電話/手機：         

      3. email：             
 

決賽地主學校應備條件 

（具備者打ˇ） 

補充說明 

□1.能提供以下具 24小時水電、冷氣空調與

網路之空間，供作本競賽行政及賽事進行

之需。 

(1) 隊伍大本營：至少 30個相同(似)之獨立空

間。 
(2) 競賽及準備區：至少 28個獨立空間。 
(3) 另提供 3個室內空間作為記者區、採買區和

行政總部之用，共需提供 20組電腦設備與

至少 25張工作桌。 
※各空間說明及相關設備要求，請參見公告中   

決賽地主學校應提供之場地設施。 

空間所處樓館、樓層及分布： 

(請附上樓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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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提供同時容納300人以上適合開閉幕活

動進行之室內場地。 

 

場地所處位置、實際可容納人數、所具備之

軟硬體設施： 

□3.可提供約280名工作人員及參賽者且冷氣

空調住宿之處所，至少需提供200個乾淨

之睡袋，280個以上尤佳。另需提供至少  

6間以上盥洗設備完善之獨立浴室。 

所處樓館、樓層及位置： 

 

 

 

 

住宿處所設備簡述： 

 

 

 

可提供至少      個睡袋。 

□4.能容納200人以上且具備基本單槍投影設

施之會議室或教室，作為參賽者或工作人

員工作訓練及講習之用。 

可容納人數： 

所處樓館、樓層及位置： 

 

 

 

除基本單槍投影設備外之其他設施： 

 

 

 

 

□5.位於競賽區之28臺比賽用電腦需架設有

webcam設備。另有1臺伺服器，及對外網

路連線。 

 

 

 

 

□6.可專業設計並提供比賽期間參賽者及工

作人員之用膳事宜。 
過去相關經驗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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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提供熟諳外語之專人負責國外隊伍接

機及落地接待事宜。 

 

過去相關經驗簡述： 

□8.可提供每日 3班每班約 40人之小天使或

其他工作人力。負責國際隊伍之小天使須

具備外語能力。 

 

擬進行之招募及培訓方式簡述： 

場地使用特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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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內可供運用但不確定是否適合本競賽使用之場地概述： 

 

 

 

 

 

 

 

 

 

 

 

 

 

 

 

本校其他協辦此比賽之優勢 

 

負責人簽章： 

 

學校主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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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複賽地主學校應備條件勾稽表 

 

申請學校：                        

 

負責人資料：1. 姓名/職稱：          2. 服務單位：       

 

連絡人資料：1. 姓名/職稱 ：             

      2. 連絡電話/手機：         

      3. email：             
 

複賽地主學校應備條件 

（具備者打ˇ） 

補充說明 

□1.能提供以下具 24小時水電、冷氣空調與網路之空

間，供作本競賽行政及賽事進行之需。 

(4) 隊伍大本營：原則上提供 31個相似之獨立空間。 
(5) 關卡：15個獨立空間。 
(6) 另提供 1-3個室內空間作為記者區、虛擬商店和行

政總部之用。 
※各空間說明及相關設備要求，請參見公告中複決賽地

主學校應提供之場地設施。 

空間所處樓館、樓層及分布： 

(請附上樓層平面圖) 

 



 12 

□2.可提供同時容納250人以上適合開幕活動進行之

室內場地。(複賽無閉幕) 

 

場地所處位置、實際可容納人數、所

具備之軟硬體設施： 

□3.可提供約70名工作人員及參賽者且冷氣空調住宿

之處所，原則上提供250個乾淨睡袋(工作人員+參

賽者)。另需提供至少6間以上盥洗設備完善之獨

立浴室。 

所處樓館、樓層及位置： 

 

 

 

 

住宿處所設備簡述： 

 

 

 

可提供至少      個睡袋。 

□4.能容納100人以上且具備基本單槍投影設施之會

議室或教室，作為參賽者或工作人員工作訓練及

講習之用。 

可容納人數： 

所處樓館、樓層及位置： 

 

 

 

除基本單槍投影設備外之其他設施： 

 

 

 

 

□5.位於競賽區之15台比賽用電腦需架設有webcam設

備。另有2台伺服器，及對外網路連線。 

 

 

 

 

□6.可專業設計並提供比賽期間參賽者及工作人員之

用膳事宜。 
過去相關經驗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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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提供每日 2-3班每班約 40人之小天使或其他工

作人力。 

擬進行之招募及培訓方式簡述： 

場地使用特殊限制： 

其他校內可供運用但不確定是否適合本競賽使用之場地概述： 

 

本校其他協辦此比賽之優勢 

 

負責人簽章： 

 

學校主管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