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熱情-服務簡報比賽
一. 簡報內容
對於服務活動的準備、體悟、感觸、反思、回饋……等，能夠充分展現服務與學
習的熱情、活力以及多元化學習之特色，均可作為簡報內容之題材。但不得有任何抄
襲、侵權之行為，服務期間限於 109 年(1-12 月)參與各式服務活動。

二. 簡報格式
(一)簡報 PowerPoint 電子檔：請提供.pptx(Office 2013)檔案。
(二)簡報比賽現場撥放以報名繳交之檔案為主，恕不接受事後修改或更換檔案。
(三)如有相關字型問題，皆以主辦單位提供之電腦內建字體顯示為主。

三. 簡報發表時間、地點及順序
(一)民國 110 年 03 月 24 日下午 3 點至 5 點於本校 M001 亞洲會議中心。
(二)活動開始前 10 分鐘，參賽者/團隊需派代表至會場進行抽籤，安排上台順序。

四. 參加資格
現本校在學學生皆可參加，可以個人或團隊形式報名。

五. 報名及繳件方式
(一)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及繳交:https://forms.gle/RWsSQ4hPm5ZUorHB7。
(二)除 Google 表單自動回信外，本單位收到檔案後 2-3 日會另行回信，即完成報名程
序。(若無收到課服組回信，請來電詢問)。

六. 相關資料繳交截止日期
(一)報名及繳交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03 月 22 日下午 17 時止。
(二)需填寫愛·熱情-服務海報及簡報比賽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暨版權切結書
(附件 1)，並於 110 年 03 月 22 日下午 17 時前，繳至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

七. 評審方式
(一)簡報發表由主辦單位依參賽規格為標準，以簡報內容的深入性、講者魅力、台風
等部分由 3 位評審老師進行評選。總成績計算標準：總成績（100%）＝評分標準：
切合主題 35%、內容豐富性 30%、簡報設計 20%、台風 15%。
(二)若參賽者/隊伍超過 10 名/組，將進行初選。初選採書面評分，由主辦單位依參賽
檔案，以內容是否具邏輯性、整體美感以及內容深入性等進行評選。總成績計算
準：總成績(100%)=評分標準：切合主題 45%、內容豐富性 35、簡報設計 20%。

八. 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3,000 元及獎狀；第二名：2,000 元及獎狀；第三名：1,000 元及獎狀；

佳作：500 元及獎狀(3 名)。
(二)參賽者/團隊之學生皆可獲得參賽證明各一張。

九. 得獎公告
將於亞洲大學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網頁以及 FB 粉絲專頁進行公告。

十. 徵選注意事項
凡報名即同意並遵守以下事項：
(一)每人/隊參賽作品限投一件。
(二)若參賽者/隊伍未超過 10 名/組，將於 03/22(一)公告報名組別；入圍名單超過 10
名/組，將進行初選，並於 03/22(一)公告初選入圍名單。
(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運用至各類公益宣傳、推廣、
公開展覽、網頁及一切出版品(含印製、發行等)，不另給酬。請參閱附件 1。
(四)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性、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之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侵權
行為，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且侵權行為確立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外，
另追回獎金。
(五)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以及活動修改之權利，修
改後將於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組網頁更新公布，不遵守相關活動規定者將不具參賽
資格。

愛·熱情-服務簡報比賽 GOOGLE 報名表 QR CODE

愛·熱情-服務海報比賽
一. 海報內容
對於服務活動的準備、體悟、感觸、反思、回饋……等，能夠充分展現服務與學
習的熱情、熱忱及多元化學習之特色，均可作為海報設計之題材。但不得有任何抄襲
行為，服務期間限於 109 年(1-12 月)參與各式服務活動。

二. 參加資格
本校在學學生皆可參加，須以個人形式報名。

三. 報名及繳件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03 月 31 日下午 17 時止。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及上

傳檔案至 https://forms.gle/jQBZWQyYz8KMGT3VA。
(二)報名統一繳交 PDF 檔案，上傳檔名為“愛·熱情-服務海報比賽-xxx(姓名)”。
(三)需填寫愛·熱情-服務海報及簡報比賽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暨版權切結書
(附件 1)，並於 110 年 03 月 31 日下午 17 時前，繳至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
(四)除 Google 表單自動回信外，本單位收到檔案後於 2-3 日會另行回信，即完成報名
程序。(若無收到課服組回信，請來電詢問)

四. 評審方式
(一)前三名及佳作評選：由主辦單位依參賽檔案為標準，符合服務學習之五階段，包
含準備、服務、反思、回饋、慶賀，並由 3 位評審老師進行評選。總成績計算標
準：總成績（100%）＝評分標準：切合主題 35%、題材吸引 30%、設計美感 35%。
(二)人氣獎評選：04 月 06 日至 08 日至課服組 FB 線上票選。

五. 徵稿獎勵辦法
(一)甄選 8 名：第一名 1 名，頒贈獎狀及獎金 3 仟元；第二名 1 名，頒贈獎狀及獎金

2 仟元；第三名 1 名，頒贈獎狀及獎金 1 仟元；佳作 3 名，頒贈獎狀及 500 元；人
氣獎 2 名，頒贈獎狀及 500 元。
(二)參賽學生可獲得參賽證明。

六. 得獎公告
將於 04 月 01 日公告參賽名單，04 月 09 日公告得獎名單至亞洲大學課外活動與
服務學習組網頁以及 FB 粉絲專頁進行公告。

七. 徵選注意事項
凡報名即同意並遵守以下事項：
(一)每人參賽作品限投一件。
(二)入選作品本組將擇優印刷海報，展示於海報設置空間。

(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運用至各類公益宣傳、推廣、
公開展覽、網頁及一切出版品(含印製、發行等)，不另給酬。請參閱附件 1。
(四)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性、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之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侵權
行為，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且侵權行為確立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外，
另追回獎金。
(五)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以及活動修改之權利，修
改後將於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組網頁更新公布，不遵守相關活動規定者將不具參賽
資格。

愛·熱情-服務海報比賽 GOOGLE 報名表 QR CODE

附件 1

愛·熱情-服務海報及簡報比賽
著 作 財 產 權 授 權 使 用 同 意 書 暨 版 權 切 結 書

本人

代表

團隊，參加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與服務學習組所舉辦之「愛·熱情-服務海報及簡報比賽」
，保證參賽作品，
係出於本人或本人團隊之原始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之事宜，若有涉及侵權之
不法行為，例如：仿冒或抄襲他人作品，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智財權、肖像
權等情形，除同意無條件繳回獎金及獎狀外，本人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並賠償
主辦單位所受之全部損害。
關於得獎作品之著作權將全部歸於主辦單位，日後不限地域、次數、時間得
公開推廣，且毋須額外支付得獎人其他費用。
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自行增訂、刪除本活動內容之權利，
活動若有需變更之說明或辦法，皆透過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所屬的服務學習組
網站公告。若參賽者無法接受上述網站公告之變更後結果，則參賽者在獲獎前皆
有權隨時放棄參賽資格。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等 _______________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