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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中堅企業及潛力中堅企
業遴選
依據行政院101年10月8日核定「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
畫」，表彰在特定領域具有技術獨特性與關鍵性，且
具高度國際競爭力等卓越表現之中堅企業，作為企業
學習之楷模，並培育在特定領域發展具有獨特性與關
鍵性技術、自有品牌、國際市場及通路等潛力之中小
型企業，朝向中堅企業發展，創造產業成長新動能。

申請資格條件
●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 企業年營業額200億元以下或員工人數2,000人以下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獎項
● 獲選卓越中堅企業者：由行政院院長頒發「卓越中
堅企業獎」獎座及證書
● 獲選潛力中堅企業者：由主辦單位發給潛力中堅企
業證明文件，並由相關政府機關依據行政院核定之
「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及企業需求，提供人
才、技術、智財與品牌行銷之客製化相關優惠輔導
措施。

金點設計獎
本獎之前身為「國家設計獎」，為政府核定之設計類
最高榮譽獎項，在2014年開始走向「全球華人市場最頂
尖設計獎項」的新定位，目的在於為華人設計產業取
得發言權，進而向全世界提出華人優質生活的主張。
提供國內產業界展現設計實力之平台，加深社會大眾
認知「設計」為提升國內經濟及全民生活品質的重要
力量；評審小組包含國際級設計評審。

申請資格條件
● 凡於華人地區生產、設計，且已商品化銷售之產作
品，得以華人品牌、華人設計公司報名。
● 報名產作品若為國際品牌、廠商或設計公司，其申
請單位須為註冊於華人地區之分公司或代理商。

報名時程

● 華人地區泛指除我國外，尚包括大陸、香港、澳
門、新加坡等。

● 每2年遴選1屆中堅企業，規劃於106年辦理第5屆遴
選作業。

對象

※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邱先生（分機2434）

○個人

●公司

○其他

獎項
● 金點設計獎：包含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包裝
設計及室內設計等
● 年度最佳設計獎：由金點設計獎各類別中選出年度
最佳設計獎得獎產品

競賽網站：http://www.goldenpin.org.tw/
報名時程
● 每年6月底前完成報名，批次評選，參加評選並通
過之得獎產品，即具有當年度「年度最佳設計獎」
選拔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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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陳先生（分機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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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為協助臺灣資通訊業者發掘研發創意及優秀人才，藉
由舉辦「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建構產
學雙方良好的互動機制，將學術研究及實務經驗緊密
結合，提升臺灣整體資通訊產業競爭力；同時為協助
臺灣資通訊業者快速找尋國外當地優秀人才、強化當
地拓銷能量及增加國際交流機會，特別設置國際競賽
組，藉由國際間創意及創新經驗交流分享，提升臺灣
資通訊服務之國際能見度。

為促使民眾運用開放資料開創新事業，並扶植新創事
業之發展，以競賽鼓勵各界菁英運用各式資料，透過
資料挖掘、重組及混搭等方式，發展具創意與實用價
值之產品或服務，並藉由此競賽尋找及輔導具潛力之
創意作品，協助創意落實。

申請資格條件

申請資格條件

● 大專校院資訊管系，資訊技術應用組每校最多3
隊，產學合作組不限，每隊不超過8人，產學合作
組須提供產學合作同意書。

● 本競賽採團體報名，須有1人為團隊代表人，代表
人必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

● 大專校院跨科系組隊，其中資管系人數不得超過一
半，每隊不超過8人，產學合作組須提供產學合作
同意書。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Open Data創新應用競賽

● 團隊成員中若有未滿20歲者，須經由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始得以參賽。

對象

●個人
公司

○公司

●其他

3年內成立之新創

獎項

獎項
● 大會專題類：分資訊技術應用組及產學合作組，視
當年度參賽隊數細分小組，各小組分別選出前3名
及佳作，由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評審定之。
● 亞太交流類：分為亞太交流組（以英文簡報）及兩
岸交流組，每組選出前3名，由資訊應用服務創新
競賽評審定之。

● 獎項預計分為特優及優等，將於頒獎典禮公開表揚
獲獎之團隊，並可獲得競賽獎金及獎狀。

報名時程
● 約1月~2月
※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朱小姐（分機2404）

● 指定專題類：由相關政府部門或企業參與設置競賽
組，並自訂競賽主題，每組選出前3名，由資訊應
用服務創新競賽評審定之。

競賽網站：http://innoserve.tca.org.tw/
報名時程
● 報名：預計10月，採線上報名，並將作品概述文件
及說明影片網址上傳至執行單位網站。
● 初賽：預計10月辦理，邀請國內專家擔任評審，評
選出優秀計畫書作品，方可參與決賽。
● 決賽暨頒獎典禮：預計11月初舉辦，辦理決賽評
選，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審，評選前3名及佳作
作品。
※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陳先生（分機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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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點概念設計獎
本獎之前身為「臺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主要聚焦於
華人的文化哲學和思想的概念設計，不限報名類別，凡
作品具有「中觀」之概念並於當年度尚未在市場上銷
售或生產，皆開放給全球各地的學生、專業人士和企業
報名參賽，並邀請國內、外不同領域專家組成初選、複
選、決選評審委員團，依切題性、美感及完整性、創新
性進行評選。此獎挑戰著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的全球設
計師，激發他們去探索源自華人文化社會的哲學、思想
和概念，可以如何影響或啟發設計界的發展。

申請資格條件
● 申請者不限國籍，可以個人、團體、公司名義參賽。
● 參賽作品須為當年度尚未在市場上銷售或生產者

對象

●個人

●公司

國家品質獎

○其他

獎項
● 金點概念設計獎：若干名，通過複賽之作品可獲得
金點概念設計獎標章使用權力及獎狀乙紙。
● 金點概念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共3名，每名頒
發獎金新台幣30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

依據行政院核定「國家品質獎實施要點」辦理遴選，
表揚在全面經營品質之推動具卓越貢獻者，或在特定
經營領域之推動有具體成效，足資典範者，樹立學習
楷模，提升整體經營品質水準，建立優良組織形象。

申請資格條件

競賽網站：http://www.goldenpin.org.tw

● 凡依法辦理登記滿5年且營運中之中小企業、企
業、學校、機構、法人及團體

報名時程

● 凡設籍中華民國之國民

● 評選分為三階段:初審、複審及決審評選。每年6月
中前完成報名，通過複審之作品，即具有當年度「
金點概念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選拔資格。

對象

※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陳先生（分機2417）

●個人

●公司

●其他

法人

獎項
● 全面卓越類：採分級設獎，設卓越經營獎及績優經
營獎，每屆合計以25名為限。
● 功能典範類：設經營技術、地方經營、永續發展及
產業支援等典範獎，每屆合計以15名為限。
● 辦理初審、複審、決審等三階段評選

競賽網站：http://nqa.cpc.tw/NQA/Web/default.aspx/
報名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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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於106年上半年進行報名(原則每兩年辦理一屆)
※承辦人：知識服務組

陳先生（分機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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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創意競賽
07

輕金屬創新應用競賽
為發掘並培養國內金屬製品類設計製造人才及鼓勵金
屬製品業者投入研發與設計工作，邀集全國各大專院
校之師生及產業界從事金屬製品設計製造之工作者參
與本項活動，充分運用金屬製品特性及導入創新設計
概念，增進彼此觀摩機會，拓展金屬製品應用層面，
創造下一世紀新材料應用。

本獎項為激發學生創意，投入機器人設計開發、促進
產學合作及培育優秀人才而特別規劃。比賽內容不僅
考驗學生對整機開發實作能力，同時可帶動參賽者提
早接觸未來產業將面臨的機器人應用問題，融合學界
之創意與技術形成完整之解決方案。促使國內優秀年
輕學子，得以透過競賽接觸國產關鍵零組件和國產工
業機器人，並有助於縮短學用落差，充實產業人才。

申請資格條件

申請資格條件

● 大專院校以上之學生

● 社會組：國具金屬製品設計或製造能力之公司／機關
或個人

對象

● 學生組：國大專院校之在校生，須有學生身分證明。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個人

○公司

○其他

獎項
● 選取各組前3名，頒予獎金及獎座。

競賽時程

獎項

● 報名：預計3月底前，採線上報名，並將作品構想上
傳至執行單位網站。

● 社會組
◎ 選取前2名，頒予獎金及獎狀。
◎ 佳作獎：若干名，頒予獎金及獎狀。
● 學生組
◎ 分二大主題，各主題分為跨系及非跨系二大
類，各類別選出前2名及佳作若干名，頒予獎金
及獎狀。（註：第1名得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可獲
得獎金及獎狀乙紙，第2名得獎作品之指導老師
可獲得獎狀乙紙。）
◎ 佳作獎：若干名，頒予獎金及獎狀。（註：得
獎者須依中華民國稅法繳交所得稅，學生組獲
選進入決賽並繳件者可於繳件後獲得模型製作
費新臺幣4,000元。）

● 初賽：預計5月辦理，邀請國內專家擔任評審，評選
出優秀計畫書作品，方可參與決賽。
● 決賽暨頒獎典禮：預計9月舉辦，辦理決賽評選，邀
請國內專家擔任評審，評選前3名作品。

競賽網站：www.pmccontest.com
報名時程
● 約1月~3月
※承辦人：金屬機電組 謝先生（分機 2122）

競賽網站：www.lightmetal.org.tw
報名時程
● 社會組：約3月~10月
● 學生組：約3月~6月
※承辦人：金屬機電組

張先生（分機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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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系列競賽
促進國人進行數位內容產品之創作，發掘國內優秀創作人
才，豐沛創意題材與厚實數位內容產業之競爭力。

數位內容產品獎
申請資格條件
● 依中華民國境內公司法成立之公司

對象

○個人

●公司

鐙烜獎

○其他

報名時程

為加速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協助臺灣傳統照明產業轉
型，「2017年鐙烜獎」LED商業照明創意燈具設計競賽
之舉辦，除了號召臺灣設計人才與照明燈具業者合作
研發新一代創新燈具之外，也將輔導與媒合獲獎作品
之團隊執行產品化開發，進而體現提升臺灣LED照明產
業競爭力及國際影響力之宗旨。



申請資格條件

獎項
● 鼓勵國內數位內容業者自行開發具商業價值及國際
水準之創新數位內容產品。不分組別，不計名次，
以6名為限。

3月~6月

● 凡中華民國國民或在臺居住人士，不限年齡、經歷
的個人或團體皆可參加。

數位內容創意設計獎
申請資格條件
●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相關科系學生

對象

●個人

○公司

●個人

○公司

●其他

獎項

○其他

● 評選出湯石特別獎1名、優勝5名、佳作5名

獎項
● 鼓勵國內優秀人才投入數位內容創作行列，激發創
意設計能量，強化人才與產業接軌，並推動國內數
位內容創作之國際化。
● 分平面、跨領域、動畫、遊戲、行動應用、創意企
劃等6類。

報名時程
● 約2月~4月中
※承辦人：電子資訊組

對象

胡先生 （分機2205）

競賽時程
● 報名：105年11月16日至106年1月23日期間，繳交
報名及競賽作品資料。
● 公告得獎：邀請專家擔任評審，評選出11件優秀作
品。於106年3月10日在LED商業照明聯盟網站公布
獲獎名單。
● 頒獎典禮與展示：106年4月12日舉辦，結合臺灣國
際照明科技展開幕典禮頒獎，並於LED商業照明聯
盟展覽攤位以海報展示獲獎作品。

競賽網址：http://www.tilla-led.com.tw/news/
news-more.aspx?id=74
報名時程
● 105年11月16日~106年1月23日

88

※承辦人：電子資訊組

巫先生（分機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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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創新競賽(金企鵝獎)
雲端服務係為所有已開發國家的科技發展基礎，為推
進資通訊業者對接國際雲端供應鏈商機，期透過辦理
雲端創新競賽，鼓勵新創公司及年輕人投入雲端應用
服務產品開發，帶動雲端產業整體發展，催生擴散雲
端技術進行應用開發與推廣，拔尖新創公司、產品及服
務應用，媒介創投資金與媒體行銷在深具市場性的潛
力產品，在短期內有效提升產品曝光率。

申請資格條件
● 凡國內外從事雲端產品、軟體、服務開發之公、民
單位/企業/個人，均可報名。
● 產品須為用於行動裝置之各類APP創新應用軟體或
服務，並已於 Google Play/Apple Store/Hami/
Windows 等平台完成上架。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 凡國內外從事雲端產品、軟體、服務開發之公、民
單位/企業/個人，均可報名。

獎項
● 以產品面項進行獎項分類，並頒贈獎狀(或獎座)，
預計評選出優勝10名，並頒贈獎狀(或獎座)。

競賽時程
● 預計於5月至6月開始受理報名
● 預計以黑客松形式於8月辦理，邀請領域專家擔任
評審，評選優秀潛力應用作品。

競賽網址：http://penguin.transactiontaiwan.org/
報名時程
● 約5月~6月
※承辦人：電子資訊組

李先生（分機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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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系列競賽
本計畫將跨界超越競賽建立為萃取跨產業、跨學門的
專業、匯聚各領域好手的平台，訴求「以人為本，回
歸人們需求」做為出發點，實際去行動、建造、具行
動力地動手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易用概念與雛型
案例。邀集國內指標性資訊企業代表及UX權威民間代
表參與，共同培育使用者體驗設計與資通訊產業跨領
域人才，期望藉此展現跨越行動能量的概念，挖掘出
創造商業效益的代表作。
使用者經驗為跨學門的專業知識，需要跨領域人才，
以整合各領域的知識與Know How，然而現階段國內人才
無法符合產業需求，產學之間存在嚴重落差。為此，
本計畫以賽培育菁英為策略，規劃辦理跨界超越競賽
(TRANS-ACTION AWARD)，以使用者經驗為核心培育重
點，讓大專院校師生實際接觸產品或服務開發流程，
以此強化產學合作，孕育跨界人才，提供各領域人才
發揮所長的舞台，促使人才深耕於產業。

申請資格條件

HITCON CTF 駭客大賽

● 團隊成員必須包含至少具備3種以上專才與技能的角色

舉辦國際級資安競賽活動，冀打造國內資安研發與新
創氛圍，系統化蓄積資安人才與產業結合，成為業界
資安創意與人才重要關鍵指標，提供國內產學與世界
頂尖技術者一較高下的機會。

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

● 學生、公營單位、民營單位、立案登記企業、個人
代表皆可參加，採團隊報名，限3至6人。

●個人

●公司

●其他

● 創新團隊、個人開發者、工作室、企業行號、個人
代表、公營單位等

● 凡有志於資通訊安全產業開發之公、民單位/企業/
社群/個人，均可報名

獎項

● 一隊以4人為限

● 年度超越獎：大會最大獎，另提供獎盃1座、獎狀1紙。

對象

● 優勝獎：大會最大獎，另提供獎盃1座、獎狀1紙。

● 凡有志於資通訊安全產業開發之公、民單位/企業/
社群/個人，均可報名。

● 企業冠名獎：獎項由企業贊助及決議，另提供獎盃
1座、獎狀1紙。

競賽網址：http://www.transactiontaiwan.org/
報名時程

●公司

●其他

公營、民營單位

獎項
● 由合作單位或企業贊助，頒發第1名、第2名、第3
名、Taiwan Star共4個獎項。

報名時程

● 約9月~10月
※承辦人：電子資訊組

●個人

李先生（分機 2204）

● 初賽：預計10月初舉辦線上初賽
● 決賽：預計12月初舉辦現場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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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電子資訊組

李先生（分機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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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印獎
設立臺灣金印獎之目的在於表彰印刷產業對於品質、
技術表現、加工及美學設計融合之成就，帶動產業追
求高品質、持續創新的榮譽感，並透過得獎作品向國
內外進行展示及推廣，促使國際市場瞭解臺灣印刷業
之技術競爭優勢，提升印刷產業之地位與價值。

申請資格條件
● 臺灣印刷業者及非印刷業之參賽者等產業（非印刷
業之參賽者須填報印製協力廠）
● 參賽廠商需有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影本
● 參賽作品需為臺灣地區自行印製之印刷品，印製期
間為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曾參加過國內外同
質性比賽之得獎作品須備註說明）

包裝達人設計競賽
藉由舉辦包裝達人設計競賽，提供設計相關科系學
生、文創產業及新創設計師發揮無限創意巧思的舞台
空間，充分展現國內設計能量。第四屆包裝達人設計
競賽將以環保概念為包裝結構設計的宗旨，以達到包
裝減量化、易於重覆利用、易於回收再生(3R)，來響
應開發愛護地球的綠色包裝目的。

申請資格條件
● 學生組：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在學學生（包含應屆畢
業生）
● 社會組：凡在我國依法登記之法人或從事產品包裝
相關工作之自然人

● 參賽作品須取得授權印製證明

對象

● 參賽者請自行填寫參賽種類，惟評審團可視該參賽
作品之性質及內容主動調整參賽種類。

獎項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個人

●公司

○其他

● 評選出學生組／社會組第1名、第2名、第3名、佳作3名

競賽時程

獎項

● 報名：每年3月至5月，採郵寄報名。

● 競賽獎
競賽獎分為下列六大類／共計10項，各類獎項分別
選出前3名，評審團視實際狀況得以從缺該獎項。

● 初賽：每年5月至6月辦理，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
審，評選優秀作品進入複賽，並將作品打樣。
● 複賽暨頒獎典禮：每年10月至12月舉辦，辦理複賽
評選，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審，評選前3名與佳
作，並進行公開頒獎。

◎ 圖書類：精裝／平裝
◎ 雜誌類
◎ 廣告類（包含企業或商品型錄及其他平面宣傳印刷品）
◎ 包裝類：彩盒、紙箱
◎ 數位印刷應用類（參賽作品須於報名表件上註
明採用數位印刷部份）

報名時程
● 約3月~6月
※承辦人：民生化工組

陳小姐（分機2332）

◎ 其他類
● 特別獎
◎ 印刷產業貢獻獎：1名
◎ 技術創新獎：1名

報名時程
● 約5月~7月
※承辦人：民生化工組

陳小姐（分機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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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及配飾(手提包)產品設
計競賽
發掘並培育具潛力與志趣於鞋類及配飾（手提包）設
計之新秀，鼓勵國人積極參與創新設計，提供業者技
術交流機會與競技之舞台，發揚臺灣本土設計，發展
具體可行之創新產品成果，產出獨特之商品並呈現於
國際市場。

申請資格條件
●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對此競賽有興趣之個人或團體皆
可免費參加，惟團體組隊參加者，每組以3人為限。
● 本競賽執行單位所屬人員與當屆評審委員皆不得參賽

對象

○個人

○公司

●其他

個人或3人內團體

◎ 報名：每年3月至5月，採線上報名，將作品圖
稿上傳至競賽網站。
◎ 每年5月至6月辦理，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
審，採用網路評選，評選出12組優秀作品，並
進行作品打樣。
◎ 決賽暨頒獎典禮：每年10月至12月舉辦，辦理
決賽評選，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審，評選優
秀作品。

競賽網站：http://designawards.bestmotion.com

獎項

報名時程

鞋類產品設計

● 約1月~5月

● 評選出金、銀、銅獎及4名佳作作品，總獎金高達
新臺幣20萬元。
● 競賽時程
◎ 報名：106年1月9日至3月24日，採線上報名，
將作品圖稿上傳至競賽網站。
◎ 106年4月7日辦理，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審，
採用網路評選，評選出10組優秀作品，並進行
作品打樣。
◎ 決賽暨頒獎典禮：106年7月5日至7月8日於臺北
鞋展舉辦，辦理決賽評選，邀請國內外專家擔
任評審，評選優秀作品。

競賽網站：http://www.bestmotion.com
配飾（手提包）設計
● 評選出金、銀、銅獎及佳作作品，總獎金高達新臺
幣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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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時程

※承辦人：民生化工組

羅先生（分機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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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亮點觀光工廠評選
配合觀光主管機關推動國際觀光政策，促進觀光工廠
國際化，對於經營觀光工廠著有績效及特色、具接待
國際遊客設施與能力者，評選為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申請資格條件

17

● 經營觀光工廠者，有績效及特色且具接待國際遊客
設施與能力。

時裝設計新人獎
發掘新銳設計師並培育設計人才深植產業，透過競賽
過程之交流，促使時尚菁英互動觀摩，激發創意能
量，透過創意設計之展演舞台，凝聚時尚產業能量，
提升整體時尚設計水平。

申請資格條件

○個人

●公司

○其他

對於經營觀光工廠，有績效及特色、具接待國際遊客
設施與能力，並曾獲選經濟部優良觀光工廠者。

● 競賽流程

● 在學及就業均可

●個人

對象

獎項

● 國籍不限

對象

● 曾獲選經濟部優良觀光工廠者，但同一廠區曾獲選
國際亮點者3年內不得再次參加。

○公司

◎ 評選作業資格審查：由本計畫審閱報名資料是
否齊備，並進行報名資格書面審查。

○其他

獎項
● 評選出首獎1名、優勝2名及優選3名，入圍獎9名，
總獎金高達美金3.3萬元（約新臺幣99萬元）
● 競賽時程
◎ 報名：每年3月至5月，採線上報名，將報名資
料上傳，並審核報名資格。
◎ 初賽：每年6月至8月辦理，邀請國內外專家擔
任評審，將參賽作品以小型動態秀展演方式，
評選出12組以上優秀作品，並進行作品實作。
◎ 決賽暨頒獎典禮：每年9月至11月舉辦，辦理
決賽評選暨頒獎典禮，邀請國內外專家擔任評
審，評選優秀作品。

◎ 評選委員會審查：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及相關政
府機關代表組成「國際亮點觀光工廠評選委員
會」並擔任評選委員，申請廠商需進行口頭簡
報，再由委員詢答，可視需求進行現場訪視。
◎ 評選委員會複審：由評選委員會進行最終審查
評分。

報名時程
● 受理時間：約1月~3月
● 報名應備國際亮點觀光工廠評選報名表、國際亮點
觀光工廠評選企劃書其他佐證文件
※承辦人：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 林先生
（049-2359171分機1142）

競賽網站：http://www.tfdaaward.com/default.asp
報名時程
● 約4月~5月
※承辦人：民生化工組

羅先生（分機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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