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擁抱失智・心生活」第二屆大專校院失智症方案設計競賽 

報名簡章 

一、 活動目標：鼓勵大學生從不同面向了解及思考失智症議題，以期未來能結合其專業運用於失
智症的防治照護及政策。 
 

二、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三、 協辦單位：銀享全球、DreamVok 意集設計 
 

四、 競賽主題：參賽者需從以下四個主題擇一作為主目標進行發想。 

1. 預防失智：參考【趨吉避凶（註）】原則，運用各種媒介與形式預防失智症。 
2. 延緩失智：運用各種媒介、形式與資源協助失智者延緩失智症病程。 
3. 失智倡議推廣：以各種管道提升失智識能與友善度、消除失智污名偏見、失智者人權（法

律、金融、交通、工作權⋯⋯）倡議等。 
4. 照顧者支持：以各種途徑關注照顧者權益，協助照顧者獲得正確照顧知識與舒壓管道。 

註：2019年 5月世界衛生組織出版「降低認知功能減退和失智症風險指南」，鼓勵民眾在生活中積極增加大腦

保護因子（趨吉），同時減少危險因子（避凶），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甚至預防失智症發生。（下載網址：台灣

失智症協會預防失智 DM － https://is.gd/QY27Lv ） 

五、 方案產出形式：依各參賽團隊成員之專業領域與技能進行方案設計。呈現形式可參考以下五
種類別，然不侷限於此，團隊仍可發揮自己專長與創意進行設計。 

1. 倡議推廣：以各種媒體形式（影音、圖文、新媒體平台等）展現。 
2. 服務設計：以使用者為核心，為一項服務之流程／策略等設計進行通盤改善。 
3. 活動設計：為有具體目標且可執行之單堂／系列活動規劃。 
4. 產品設計：為實際可用之產品（除設計圖外，若可在決賽當天提供原型設計會更好）。 
5. 其他：空間設計、程式設計、科技應用、網頁、社會與環境資源創新運用⋯⋯等。 

六、 報名資格：對跨領域合作應用於失智症相關議題有興趣之全國大專校院以上在校學生（含應
屆畢業生及碩博士生），每組至少 2人，至多 5人（可跨系／所／院及學校）。為鼓勵應屆大
學生參賽，團隊中需有一半成員為在學的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生，不含研究生）。 
 

 



 

七、 投稿件數：同一組團隊至多投稿一件，而一位學生至多參與兩組團隊（相關時間調配與任務
分工請自行協商）。 
 

八、 競賽流程：此競賽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第一階段將針對參賽團隊提交之計畫
書進行評選，共選出十組團隊進入到決賽階段，此十組團隊將實際執行計畫書的方案內容。

決賽當天評委針對各組執行內容及成果簡報進行最終評選。詳見如下： 

1. 計畫書繳交：即日起至 1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5點整。  
2. 初賽：由主辦單位邀請業界專家組成之評審團，針對團隊提交之計畫書進行評選，入圍

團隊名單將於 112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5點前公告於台灣失智症協會官網。 
3. 決賽說明會：為使入圍團隊了解執行方向與決賽準備事宜，於 112 年 6月 21 日（星

期三）辦理決賽說明會，將針對決賽流程與規則進行詳細說明。  
4. 決賽：入圍決賽團隊針對執行內容及成果進行現場簡報，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評審，於 112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進行，決賽地點與相關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請留意：本競賽需團隊實際執行計畫書內容，非提案比賽※ 

九、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5點整。  
2.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ZfqTvJPBnxTprZ6VA）並在表單中上

傳計畫書（參見附件一內容來製作簡報）及著作授權同意及承諾書（附件二）等資料。 
※本會不另行歸還計畫書等申請資料，請各參賽者務必保留原始檔案※ 

3. 計畫書內容：如附件一。 
4. 計畫書匿名原則：為保持評選公正，請「不要」在計畫書放上任何學校／科系／團隊成

員及指導老師姓名等資訊。不符本競賽規定者，將被淘汰，不進入評選階段。 
5. 計畫書格式：請參賽者以簡報格式製作計畫書，輸出成 PDF電子檔，並控制總頁數在

20頁以內，檔案大小在 10MB以內。若有其他輔助作品說明之資料，如圖片、影像或其
他素材等，請上傳至雲端，並在填寫表單時提供雲端連結。 
※若計畫書內容不完整，或不符本競賽規定者，將被淘汰，不進入評選階段※ 

十、 評選標準： 

1. 初賽評選標準 

評選標準 說明 百分比 

目標明確性 參賽方案是否具有明確目標且執行方式能回應目標？ 20% 

影響評估 參賽方案是否能為目標對象帶來正向的改變或影響？ 25% 

可行性 參賽方案是否可真正實踐與執行？ 20% 



 

創新性 參賽方案是否具有原創性？ 30% 

跨領域合作 團隊成員是否來自跨領域／專業人才？ 5% 

2. 決賽評選標準 

評選標準 說明 百分比 
完整與一致性 執行內容是否完整回應計畫書目標？是否與預定實

施計畫一致？ 
10% 

適切與實用性 針對目標對象，其方案執行能否回應其需求？且使
用上是否便利與實用？ 25% 

影響力 針對目標對象，此方案執行能否解決其迫切待解決
問題並帶來實際改變與影響？ 

25% 

推廣與延續性 團隊是否考量賽後規劃？如何進行推廣與延續？ 
可應用場域及觸及人數？ 

15% 

創新性 此方案是否為原創？在市場上是否有類似的規劃與
設計？ 

15% 

簡報表現 團隊現場簡報內容是否完整、表達清晰？現場應變
能力如何？ 10% 

十一、 獎勵辦法： 

1. 入圍獎金：10 組決賽入圍隊伍每組可獲得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及入圍證明 ，並參加
民國 112 年 7 月 15 日之決賽。 
 

2. 交通費補助：為鼓勵決賽入圍團隊，本競賽提供決賽團隊每位成員決賽當天來回的台鐵
交通費補助（以團隊學校所在縣市至台北市為補助範圍，且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3. 決賽獎項： 

獎項 獎金與獎狀 

金獎*1名 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整、團隊成員獎狀每人 1 紙 

銀獎*1名 獎金新台幣 8,000 元整、團隊成員獎狀每人 1 紙 

銅獎*1名 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團隊成員獎狀每人 1 紙 

優選*5名 獎金新台幣 3,000元整、團隊成員獎狀每人 1 紙 

團隊精神獎*2名 展演票券等回饋(陸續公告)、團隊成員獎狀每人 1 紙 

4. 具指導老師的入圍及得獎團隊，將頒發指導證書予指導老師。 
5. 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 



 

※由團隊負責人代領團隊獎金。關於該項獎金之受領與分配由團隊成員自行協議※ 

十二、 注意事項： 

1. 為保持中立客觀並確保公平性，本會不提供協會服務個案作為參賽團隊之採訪或拍攝資源。 
2. 所有申請資料本會均以密件處理及保管，不予退還。 
3. 參加競賽之作品於評選過程或獲獎後，如發現有不符本競賽「報名資格」等規定，或涉及仿冒、
抄襲等侵權情事者，除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外，本會即刻取消其參加競賽權，且不負任何補

救責任，已獲獎項者則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 
4. 參加競賽之作品應由參加者自行申請取得相關之著作權或專利權之保障。如於參加評選、競賽
或展覽期間遭受他人仿冒，本會不負任何法律及賠償責任。 

5. 參加者應尊重評審團決議，不得異議。 
6. 本計畫如有未竟事宜，本會保留變更、修改之權利。 

 
十三、 活動洽詢專線及信箱： 

相關問題請洽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電話: (02)2598-8580  
E-mail：tada.tada@msa.hinet.net 
 

十四、 參考資料: 可至台灣失智症協會官網／關於失智症／出版品及刊物，或台灣失智症協會／下 
載專區／YouTube，參考失智症相關宣導文章及失智者故事。 

  



 

 
 

「擁抱失智・心生活」第二屆大專校院失智症方案設計競賽 
計畫書內容 

 
請參賽者撰寫以下內容，並以簡報格式製作計畫書，輸出成 PDF電子檔， 
並控制總頁數在 20頁以內，檔案大小在 10MB以內。 

一、 方案名稱 

請為團隊方案取一個讓人印象深刻，且符合方案精神的名字吧！ 
 

二、 競賽主題（請勾選“一”項） 

£預防失智 £延緩失智 £失智倡議推廣 £照顧者支持 
 

三、 方案產出形式（請勾選“一”項，可自行增列） 

£倡議推廣 £服務設計 £活動設計 £產品設計 £其他：＿＿＿＿＿＿＿＿＿＿＿ 
 

四、 方案內容是否延伸自其他計畫？ 

若投件作品內容延伸自其他計畫，請說明該計畫性質與內容為何？而團隊針對本競賽投

稿，進行哪些改良或調整？（若無延伸自其他計畫，則此題可不填） 
 

五、 緣起與背景 

請描述是什麼樣的動機與背景，促使團隊構想此方案，有可能是你們看到的一個「現象」，

或是「問題」。 
 
 

六、 目標對象 

請描述方案的目標對象其年齡、性別、特徵、生活狀態，甚至位於哪一個區域或範圍。 
 
 

七、 問題分析 (目標對象需求分析） 

附件一 



 

請說明目標對象遇到的問題並分析其需求。 
 

 

八、 方案目標及實施方式 

請列點說明本計畫預計達成的目標，及其對應的實施方式。可附上相關示意圖或設計圖

等。 
 
 

九、 經費預算 

請團隊至少列出在6/7公告初賽結果至7/15決賽報告這段執行時間所需之經費及其用途。
賽後預算則視各團隊自行決定是否規劃。	
 
 

十、 預期效益 

請分別說明方案欲達成之質性與量性之效益。 
 
 

十一、 團隊成員分工 

請說明團隊成員專業背景及任務分工。 
 
 

十二、 期程規劃 

請說明團隊自決定參賽後開始構思企劃，至 7/15決賽報告前的這段執行時間內，如何規
劃期程（以甘特圖呈現）。 
 
 
 
 
  



 

「擁抱失智・心生活」第二屆大專校院失智症方案設計競賽 

著作授權同意及承諾書 

  方案名稱：                                                            

  學生姓名：                                                                 

 
一、 立書人同意遵守「失智症方案設計競賽」之各項規定。 
二、 立書人保證報名表填具之內容及提供之各項資料均正確無誤，參賽作品確係本人

原創設計，如發生仿冒，抄襲情事者，願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三、 立書人同意將該作品以無償及非專屬方式，授權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不限

時、地、次數進行下述非營利性質之利用： 
1.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 公開展示、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等方式。 
3. 配合宣傳推廣將作品納入資料庫。 
4. 為符合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業務需求，同意將得獎作品進行合理之格式變
更。 

四、 此共同著作應由全體著作人簽署。若由其中一位著作人代表簽署時，代表簽署之
著作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由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
同意書。 

五、 本檔案經立書人（著作人）簽名、掃描、上傳後，效力視同正本。 
 

  

立書人（著作人）姓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