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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決賽重點通知事項 

壹、競賽規則說明 

一、複/決賽說明 

1. 每隊複/決賽發表時間為15分鐘，其中口頭報告10分鐘，問答 5分鐘。 

2. 請每隊準備 PPT (power point)簡報檔配合口頭發表，頁數與形式不

限。簡報ppt檔請於5月13日前Email到asiadba5541@gmail.com，信

件主旨請寫複賽簡報檔，檔名請寫編號+題目，寄出後將不得再更

改。 

3. 若論文內容有修正，請將修正的論文pdf檔與簡報檔一併寄出，寄出

後將不得再更改，逾期未繳交簡報檔者，將取消發表資格。 

4. 論文簡報一律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器材發表（電腦、單槍投影機、麥

克風、簡報筆等）。 

5. 參賽隊伍請於競賽開始前先確認簡報檔的撥放是否正常，如有問題，

請立即向現場服務人員反映，競賽開始後簡報檔撥放有問題則自行負

責。 

6. 上午複賽每場次前二名進入下午決賽，預計12:30公布八組晉級總決

賽名單，入選總決賽的隊伍請派出代表至M001抽選總決賽出場序，

未出席者由主辦方代為抽取。 

7. 總決賽獲前三名者頒發獎金與獎狀：第一名獎金一萬元，第二名獎金

五千元，第三名獎金三千元；其餘五組頒發「優等」獎狀乙張。當天

出席參加複賽簡報，未能進入總決賽的隊伍，頒發「佳作」獎狀乙

張。 

 
二、複/決賽評分重點： 

30% 完整性 

20% 原創性 

20% 邏輯性 

20% 台風 

10% 時間控制 

※同分比較順序：完整性、原創性、邏輯性、台風、時間控制 

※時間控制成績計算:若於10分鐘內完成簡報則給100分，未符合規定者。

每超過30秒，該項目原始分扣10分。現場人員會於結束前1分鐘及30秒舉牌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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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當天注意事項 

1. 可著西裝、商務套裝或學校制服；請勿穿著牛仔褲或有露趾的鞋子。 

2. 當天中午提供餐盒；另會提供茶點、礦泉水自由取用，樓層角落亦有

飲水機可補充。 

3. 主會場與報告進行中禁止飲食，水不在此限。 

4. 為保持會場秩序，會場內手機請靜音或關閉，違者警告一次， 第二次扣總

成績一分。 

5. 會場內請勿錄音、錄影。開放拍照，但請關閉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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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交通與比賽場地位置 

會場位置– 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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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亞洲大學交通指示說明 
A. 公車資訊 

 （一）台中高鐵站到本校 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由一樓大廳層 6 號出口方向轉搭乘  

 中台灣客運 151 路公車(請注意往亞洲大學/往市區為不同月 

 台)至亞洲大學站下車即可。 

（二）台中火車站到本校 搭乘台鐵至台中站，由舊站出口步行至對面台灣大道與綠川 

 東街路口，轉搭乘台中客運 201 號 或 108 號公車到亞洲大學 

 站下車；或由東站(復興路)出口搭乘總達客運 6322 號公車 

 到亞洲大學安藤館站下車，約 40 分鐘即可抵達。 

（三）其他 鄰近本校路線有 6871、6899 號公車，至光復新村站下車， 

 轉搭 201、108、151 號公車至亞大下車。 
 

B. 高速公路資訊 

 （一）經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經國道一號轉國道三號南下草屯方向，於 211 公里處「霧峰

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 

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鄉道右轉即可到達。 

 

（二）經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經國道三號，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 

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三）經國道六號： 經「國道六號」往台中方向，接中二高往北，於 211 公里處 

「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

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四）經中投公路： 經「中投公路(63 號快速道路)」，於 9.5 公里處「丁台匝

道」下，轉丁台路後途經福新路往霧峰市區方向直行，遇柳 

豐路/中 110-1 後右轉即可到達。 

（五）經 74 號快速： 

(西屯、南屯、彰化) 

從 74 號快速道路往西，於 200 公里處「快官交流道」下， 

接中二高往南由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 

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六）經 74 號快速： 

(潭子、北屯、太平 

、大里) 

經 74 號快速道路往東，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 經

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 

/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七）經 76 號快速： 

(東西向快速) 

經 76 號快速道路往南投(32.6 公里)接中二高往北，於 211 公里

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 

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八）經台三省道： 循台三線省道，由霧峰中正路往霧峰/草屯方向行駛，直行 

遇柳豐路/中 110-1 轉入即可到達。 

（九）衛星定位點： X：120.687100 

Earth 地圖 

Y：24.047685 → 觀看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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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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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競賽議程 

2021 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高中職管理小論文競賽 

     複/決賽議程 

2021 年 05 月 15 日 (星期六) 

時間 流程 

9：00 ～ 09：20 
報到 

(亞洲大學管理學院國際會議廳 M001) 

09：25 ～ 09：45 
開幕 & 競賽說明 

(M001) 

09：45 ～ 10：00 賽前準備 

10：00 ～ 12：00 
複賽 

A 分場 B 分場 C 分場 D 分場 

12：00 ～ 12：50 
休息時間 

(12:30 前公佈總決賽名單於 M001) 

12：50 ～ 13：00 賽前準備 

13：00 ～ 15：20 

總決賽 

(早上場預賽 8 組優勝隊伍進入總決賽，決選前 3 名) 

(M001) 

15：20 ～ 15：45 典禮準備 

15：45 ～ 16：05 
頒獎典禮 

(M001) 

16：0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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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疫作業規定 

亞洲大學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防疫措施公告 

 

一、 防疫措施  

1. 為配合防疫措施，以防範新型冠狀病毒肺炎(COVID-19）擴散，敬請參與競賽的同

學、老師、評審以及貴賓於競賽當天(5/15)進入校園前使用手機掃描下方 QR Code 填寫個

人健康聲明憑證。(參與競賽同學勾選考生，其他人士勾選訪客)  

2. 參與活動人員請於活動開幕前至少 10 分鐘到管理大樓出入管制區進行體溫測量及

出示檢核健康聲明憑證。  

3. 參與活動人員自行攜帶口罩，在比賽的場地內，請依照已規劃好的梅花座入座，台

下觀賽人員請遵守防疫規範配戴口罩，惟評審人員如需核對比賽人員身分時得要求參賽同學

暫時取下口罩供辨識身分。（進入活動場地前請先手部噴酒精或次氯酸水清潔）  

4. 評審委員與場內工作人員，於比賽過程一律配戴口罩。 

5. 比賽當天若有發燒耳溫 38 度/額溫 37.5 度以上或咳嗽或重呼吸道症狀者，依據防

疫管理規範，將無法進入比賽場地管理大樓參與活動，該員所負責的工作由該隊其他成員自

行協調分擔。 

二、 有關本校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相關資訊，請至本校網頁之防疫專區詳閱最新

消息公告。 

三、 經管系聯絡方式：  

電話：04-23323456 分機 5541、5561 

 

  健康聲明憑證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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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單位 

主辦單位：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 

協辦單位：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系學會 

     

聯絡方式 

系辦:  (04) 2332-3456 轉 5541 or 5561 

E-mail:  asiadba5541@gmail.com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 

相關資訊請洽: 

1. 亞洲大學經營管理學系網頁  

2. FB活動專頁：「亞洲大學經管系高中職管理小論文競賽」 

                   
               系網頁連結              Facebook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