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球學生創新競賽―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 

(Global Student Innovation Challenge -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gSIC-REAT) 

臺灣選拔賽 

 

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的 

    全球高齡化趨勢浪潮，藉由復健工程與輔助科技協助長者及身心障礙者

重建功能，改善生活品質及個人能力之產品或系統，以助益「長者及失能

者」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參與」為重要任務。 

    本競賽聚焦於長期照護與失能照護的輔具議題，以「輔具科技點亮長者

及身障族群生活」為目標，邀請全國各方好手一同挑戰。全球學生輔助科技

創新挑戰賽（gSIC-AT）提供交流平台，鼓勵來自世界各地學生們參與競

賽，開發具創新創意之設施、產品或系統，改善長者或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

質。 

    本活動鼓勵參賽團隊與使用者及醫護或長照專業人員落實創新想法合作

開發之契機，將培力青年團隊前往澳洲參加全球學生輔助科技創新挑戰賽

（gSIC-AT），藉由台灣代表隊選拔賽共同為「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之發展

發揮國際社會影響力，共同打造更優質美好的全球生態圈。 

 

二、報名組別 

本活動組別分為兩組，分別為【設計實作組(Design Category)】與【技術實作

組(Technology Category)】，請各團隊擇一報名，不可重複報名。 

 

1. 設計實作組 (Design Categor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pply User-Centered Design process to produce a solution 

that ‘makes life easier’ for its users or enhance the user experience (UX) or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The solution may or 

may not be technology based. 

 

2. 技術實作組 (Technology Categor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pply principles in Engineering and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ssistive & Rehabilitative Technology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s/problems faced by the needy, their caregivers and 

clinicians. The solution must have engineering or technological component(s). 

 

三、報名資格 



1. 本活動開放具學生身分者參加，包括大學生、研究生等報名。 

2. 每隊設有隊長 1 人，隊員至少 1 人、至多 3 人。團隊成員共 2~4 名。每

隊需有團隊名稱、主題項目名稱(Title of the Project/Device)與英文 1000 字

以內之主題/裝置項目簡介(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oject/Device)：項目發

展目標(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誰是目標族群(Who are the target users)？

為什麼使用者需要它(Why does the user need this)？安全預防措施(Safety 

precaution)等等。報名格式請見附表。 

3. 提交參賽作品完成時間不得超過兩年，所有參與者亦須提供在學證明。 

4. 團隊必須攜帶原型設計(prototypes)進行演示。若為無法攜帶原型設計的團

隊，如大型原形設計等，請使用影音視頻協助團隊展出，此亦將列入審

查時評分項目。 

 

四、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為 2019/02/18-04/01，採取網路報名。 

請至 https://reurl.cc/rZMj4 或 

掃描 QR code 填妥報名表單。 

 

五、競賽指南 

1. 團隊於 2019/02/18-04/01 期間內，填妥報名表單。 

  報名網址為：https://reurl.cc/rZMj4 

2. 專家評審將進行評估並遴選【設計實作組】與【技術實作組】合計最多

30 組，經書面審查遴選錄取之團隊始可參加 05/18 競賽。 

3. 參加團隊免收取報名費，並需於 05/04 參與決賽前培訓課程。 

4. 培訓課程包括：如附件 

5. 先前參與 201//12/07-12/09 全球學生輔助科技創新黑客松之以下獲選隊

伍，均需於限期內填妥報名表單，即可不需再經過遴選直接進入選拔

賽。 

6. 主辦單位將於 04/15 以 email 通知遴選結果，寄發參與團隊名單。請各團

隊務必於報名時將參與者在學證明寄至 b908105054@tmu.edu.tw 信箱，請

注意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08/26 時亦保有在校學生資格，以確認參賽資

格。 

7. 競賽當天各組將依主辦單位公告之活動規則進行發表，並由專家評審團

評選前三名與佳作。本次競賽發表必須要以【全英文】進行發表及製作

簡報，規則比照國際競賽辦理。 

8. 【設計實作組】與【技術實作組】兩組別，各有前三名補助前往坎培拉

進行全球競賽：【設計實作組】第一名補助 3 名學生及 1 名指導教師之機

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第二名補助 2 名學生及 1 名指導教師之機

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第三名補助 1 名學生及 1 名指導教師之機



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技術實作組】第一名補助 3 名學生及 1 名

指導教師之機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第二名補助 2 名學生及 1 名

指導教師之機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第三名補助 1 名學生及 1 名

指導教師之機票費用、住宿費用、註冊費。 

 

六、評分標準 

1. 設計實作組 

評分標準：Creativity/Idea Novelty (20%)、Impact on Society and/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20%)、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 (20%)、Prototype 

Engineering (20%)、Usability/Ergonomics (20%)。 

2. 技術實作組 

評分標準：Creativity/Idea Novelty (20%)、Impact on Society and/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20%)、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 (20%)、Prototype 

Engineering (20%)、Usability/Ergonomics (20%)。 

 

七、後續培力計畫 

1. 全球學生創新挑戰(GSIC)選拔賽之獲獎團隊，將可接受主辦單位舉行之

培訓計畫(含英文發表培訓)，並依獎項之項次獲得相關補助(依獎項補助

機票、住宿與註冊費等)，代表台灣參加於 2019 年 8 月於澳洲坎培拉舉辦

之全球學生創新挑戰(GSIC)競賽，該競賽需以【英文】進行發表。 

 

八、注意事項 

1. 本活動辦理日期為 2019.05.18 08:30-17:00，錄取者需同意且全程參與此次

活動，且同意配合活動之行程規範，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不得缺席。 

2. 為增進課程推廣效益，活動過程中將進行攝錄影，其內容作為後續資料

剪輯、典藏及教育推廣之用，故參與學員須簽署同意書，授權主辦單位

之著作利用授權，同意使用其姓名、聲音或肖像等個人資訊。 

3. 報名表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僅供此次活動所需之用，主辦單位承諾負起保

障隱私之責，絕不會向未授權人士透露任何相關資料。 

4. 主辦單位不會涉及知識產權(IP)保護。與其他學術會議或競賽一樣，參賽

團隊有責任於揭露展示項目之前保護其知識產權。 

5.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

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臺北醫學大學 

「2019 全球學生創新競賽-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臺灣選拔賽」 

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 臺北醫學大學主辦之「2019 全球學生創新挑戰賽-復健工程與輔具科

技」， 爰同意將提交至該競賽之作品授權予臺北醫學大學使用，同意暨授權事

項如後: 

1. 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賽作品:（以下稱本作品）授權予臺北醫學

大學進行非營利、推廣及學校教學之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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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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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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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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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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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醫學大學  

 

立同意書人簽章： 

指導老師:(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參賽學生:(姓名)(學校)(系/年級)(學號)                                  

參賽學生:(姓名)(學校)(系/年級)(學號)                                  

參賽學生:(姓名)(學校)(系/年級)(學號)                                  

參賽學生:(姓名)(學校)(系/年級)(學號)                                  

(須全體成員、指導老師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北醫學大學 

「2019 全球學生創新競賽-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 

無侵權切結書 

    立切結書人茲參加「2019 全球學生創新挑戰賽-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所

報名之文件與作品，均依參賽規則辦理；均無任何侵害他人之專利與著作財產

權法等，以及其他中華民國相關法律規定，並依此切結下列事項： 

 

一、立切結書人與其參賽作品確實符合本競賽參賽資格及相關參賽條文規定。 

 

二、立切結書人如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立

即喪失本競賽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並立即沒收存封相關參賽作品資料，以

為未來相關侵權法律訴訟之佐證。侵權並已獲獎者之立切結書人，並應將

獲得之所有獎項與獎金款項全數繳還競賽主辦單位。 

 

此致 

 

臺北醫學大學  

 

 

立切結書人：＿＿＿＿＿＿＿＿＿＿＿＿＿＿＿＿＿＿＿＿＿＿＿＿＿＿＿＿ 

 

（須全體成員、指導老師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019 年 5 月 4 日 gSIC 賽前培訓工作坊 

 課程 講師 

9:00-9:30 報到 

9:30-10:30 
商業簡報製作解析與英語簡報

表達技巧 
業師 2名 

10:30-11:00 GSIC 介紹與指引 康峻宏主任、徐大杰博士 

11:00-11:15 休息時間 

11:15-12:15 復健工程相關輔具介紹 
廠商六間 

（10min/間） 

12:15-13:15 復健工程相關輔具介紹 
廠商六間 

（10min/間） 

13:15-13:30 休息時間 

13:30-15:00 模擬評審：廠商展場觀摩 廠商靜態展示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8:00 模擬練習：報告與指導 
各組試講 1-2 分鐘； 

指導教師交叉提問與建議 

18: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