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師生共創組報到流程 
1. 帶隊老師到報到處領取：親師生共創授權同意書、親師生共創參賽切結書、親師生共創報到流程

表、親師生共創競賽名單，至後方填寫親師生共創授權同意書、親師生共創參賽切結書，填寫完

成後，帶隊至報到處繳交資料並核對身份；建議事先於網站上下載、填寫，當天直接到報到處繳

交資料並核對身份，節省報到時間。 

2. 核對身份以切結書內容為主，請參賽者準備：身分證、健保卡、在學證明三者取一以便核對身份，

或請帶隊老師準備全部隊伍選手身份證明之影本供主辦方核對身份，完成核對身份後，報到處將

給予入選證書與隊伍貼紙並請將其貼在右手臂處以供工作人員辨認與協助，隊伍貼紙為報到完成

之證明，請帶隊老師妥善保管，入選證書請當場核對名字是否有誤，若有誤請立即在有誤的獎狀

上改寫或註明錯誤並繳回，中午時到大廳服務台領取修正後證書。 

3. 完成報到並獲得隊伍貼紙後，將作品與海報帶至競賽場地 EB110教室擺放與張貼海報，未張貼隊

伍貼紙之參賽者於比賽期間禁止進入教室。競賽場地的會議桌與展示架貼有各隊競賽編碼，請參

賽者將作品與海報擺放、張貼在對應之位置。 

(1). 嚴禁觸碰他人作品。  

(2). 教室內有工作人員，如有任何問題可請其協助 

4. 作品擺放完成後，留下一人留守，其餘人員請盡速前往演講廳等候開幕，開幕開始後教室將會清

場並上鎖，請全體參賽者盡快完成作業並離開教室，且比賽開始後家長、老師禁止進入比賽會場，

直到比賽結束開放參觀；若隊伍作品較花時間擺放安置，請盡早來完成報到。 

5. 開幕結束後，司儀將會廣播準備比賽，請所有參賽學生到教室準備比賽，請老師、家長注意學生

手臂上是否有隊伍貼紙，並提醒學生盡快到教室準備比賽。 

  簡易報到流程 
               



親師生共創競賽注意事項 
1. 教室僅提供 110V電源，每隊僅提供一個插座，若有額外需要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延長線。 

2. 主辦方提供無痕膠帶供參賽隊伍張貼海報。 

3. 作品展示空間為深度 80 公分、寬度 100公分，配上展示板一個。 

4. 競賽過程參賽者進行簡報時，主辦方會錄影供會後教學推廣使用。 

5. 親師生共創提供 WIFI供參賽隊伍使用。 

6. 參加比賽不可穿著學校制服，且不能於海報或者作品任何地方顯示校名，以免影響判決公平性違

規者將以扣分處分。 

7. 比賽期間禁止老師、家長進入教室。 

8. 比賽期間參賽同學除了生理需求由工作人員帶離教室，其餘同學需於所有隊伍評分完畢才可離開，

請務必將作品所需之零件、用品準備妥當。 

9. 評審委員將對作品進行各評分項目評分，直至全體作品評分完成。 

10. 評審委員完成所有隊伍之評分後，參賽同學才可離開教室。 

 

 

決賽評分方式 
1. 每組簡報時間每組為 5 分鐘簡報（含作品運作時間）及 5分鐘評審詢答，共計 10 分鐘。 

2. 簡報與詢答均須由學生進行，老師與家長不得入場。 

3. 決賽評分項目與比重： 

評分項目 比重 

作品創意性 25% 

作品完整性 25% 

作品應用性(或趣味性) 25% 

現場簡報（含詢答） 25% 

總計 100% 

 

 

  



授權同意書—親師生共創組填寫、1 隊填 1 張 

2019 全國 BrainGo 科技創新實作競賽 

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主辦之「2019 全國 BrainGo 科技創新實作競賽」，同意

將競賽作品提交並授權予 2019 全國 BrainGo 科技創新實作競賽主辦單位使用，同意暨

授權事項如後： 

一、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賽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

稱本作品）授權予 2019 全國 BrainGo 科技創新實作競賽主辦單位進行非營利、推

廣及學校教學之使用。 

二、授權人同意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將

本競賽之獲獎作品及說明書，以微縮、光碟、數位化等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

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授權人同意不對主辦單位

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包括專利及著作人格權)。 

三、本人擔保對於本作品享有智慧財產權，作品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

之情事，如有違反，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其他法律責任。 

四、本人同意配合活動推廣之需，競賽將全程進行錄影及拍照，並將收集參賽者參與

競賽活動所產出之成果，進行紀錄、編輯或公開展示。 

五、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六、本同意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長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切結書—親師生共創組填寫、1 隊填 1 張 

2019 全國 BrainGo 科技創新實作競賽 

親師生共創組參賽切結書 

□國中組 □國小組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姓名 

隊長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家長 2 
  

  

□指導老師 3 / □家長 3 
  

  

□指導老師 4 / □家長 4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學生 4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立切結書人：                                                           

（全體成員簽章） 

※各縣市公私立國中、小學生，每隊學生人數 2 至 4 名，老師或家長至多 4 名，並選 1 名教師擔任隊長 

※為協助入選及獎狀證明製作，請正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親師生共創競賽名單 

           評分時間：09:30~12:30             開放參觀：13:00~15:10 

 

 

國小組 

 

國中組 
編碼 學校 隊名 編碼 學校 隊名 

A1 大西國小 追求者 B1 二林國中 K 隊 

A2 大西國小 創造者 B2 二林國中 科技小尖兵 

A3 大西國小 奇蹟者 B3 田中高中國中部 一顆四季 

A4 內湖國小 冠軍隊 B4 田尾國中 科技管家隊 

A5 文祥國小 超人隊 B5 成功國中 成功搬搬忙隊 

A6 文開國小 我要進教室 B6 君毅高中國中部 CISH Team 

A7 王功國小 防呆少年二代團 B7 芬園國中 LYZZ 

A8 平和國小 平和機電整合 B組 B8 花壇國中 金手指隊 

A9 平和國小 平和機電整合 C組 B9 花壇國中 搖頭晃腦隊 

A10 平和國小 平和機電整合 D組 B10 建功高中國中部 歡樂魯蛇隊 

A11 平和國小 平和機電整合 E組 B11 君毅高中國中部 智慧安全家電監控製作 

A12 平和國小 平和機電整合 A組 B12 埔心國中 不可愛的小貓貓 

A13 合興國小 魔笛尋寶隊 B13 埔心國中 肆不可擋隊 

A14 同安國小 同安咖啡夢想家 B14 烈嶼國中 水獺守護隊 

A15 東山國小 東山鴞 B15 彰安國中 彰安 BrainARM 

~ARM~ARM 

A16 東門國小 變形金剛 B16 頭份國中 Gifted Team 

A17 南陽國小 南陽智能車隊 B17 頭份國中 Bionic beast 

A18 建功國小 我愛薯條 B18 豐東國中 鯨豚保育隊 

A19 瑞穗國小 天方夜譚隊 B19 豐原國中 Air morning call 

A20 興華國小 雄哥咖哩熊麻吉    

A21 興華國小 興華林志玲    

A22 舊社國小 超能特攻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