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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 2屆 萬能馬克町(MK)盃全國高中職 

數位行銷創意競賽簡章 

壹、目的： 

    後疫情趨勢來臨，為了鼓勵技職體系學子找到未來的人生方向，以及持續發

揮創意、創新及創業的理念啟發潛能外，伴隨著數位科技及數位平台的發展，在

未來因應數位媒體區塊鏈時代、數位行銷策略、數位直播商務及銷售所創造的龐

大價值，以產生出更多的互動模式，現除了有網紅社群媒體(Youtube、FB粉絲團、

IG)直播、抖音外，在未來擁有更多的 OMO 及 OBO互動模式。因此，為符合現

代數位趨勢「簡單、快速、零接觸」的消費意識，勞動部特斥資千萬打造媒合工

作、找到興趣及人格特質的賈棑樂體驗館於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

本系希望藉由第 2 屆萬能馬克町盃全國高中職校際數位行銷創意競賽，目的促進

高中職不同類群的學生學習數位行銷專業跨界的應用，同時讓不同類型的數位行

銷方式能吸引網路粉絲，以提升未來電商或數位行銷的經濟發展，此外，也藉由

競賽帶動各群類科師生切搓學習、互相交流、腦力激盪激發創意。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萬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聯絡人：林子涵老師 03-4515811#62000 

                  行銷系主任 柯淑姮 03-4515811#62001 

 

參、費用：免費報名參加 

 

肆、體驗參賽資格： 

1. 全國技職高級中等學校具有創意思維及想法的學生皆可報名參加（不含 

在校進修之業界專職人士）。 

2. 不接受個人報名體驗參賽，以學校團體組隊參賽，每組人數以 3-6人為 

限，不接受 2人以下組隊，但同一人不得跨隊參加，且參賽過程中不得 

臨時更換成員。參賽隊伍須設隊長(聯絡人)一名，為團隊與主辦單位聯 

繫之窗口。 

3. 每隊伍須有老師指導，每隊可以洽請 1-2位指導老師，至多 2位為限， 

各指導老師不限制指導隊數。(參賽隊伍繳交報名表後，即不得更換隊 

伍成員與指導老師。) 

 

 

 



2 
 

 

伍、體驗參賽說明： 

本次競賽共分為兩個階段，經由第一階段初賽作品審查，挑選出優選隊伍進

入總決賽體驗。入圍總決賽之參驗體驗隊伍須於總決賽當天進行 5分鐘作品展示

簡報，呈現風格及形式不拘。 

初賽進行方式： 

1. 加入活動網頁「萬  能  行  銷  系」 FB 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q1Vz6q 按讚 

另外，亦加入「萬 能 馬 克 町 新 鮮 事 M K」IG專業 

https://reurl.cc/NZQ1Mp 按讚 

 

2. 上網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35X1GO 

3. 若有作品(影片或是圖片)請提供 Youtube網址連結或是雲

端存放連結，用於評審會議參考 

4. 於 11.17(三)23:59 前將作品寄至 vnudoml@gmail.com 

5. 初賽評選方式 

(1) 動態影片組： 

 相關影片題材 

以全台各在地特色產業、在地特色觀光工廠、在地特色網美景點、桃園

在地美食、在地特色商店商圈、在地特色遊樂園、在地特色產品開箱等。 

 影片長度不可短於 1分鐘，總長度上限 3分鐘(檔案大小上限為 650MB)。 

 請自行創作，競賽相關作品嚴禁侵權及抄襲 

 評選方式 110年 11月 18日 (四) 上午 10:00 主辦單位將決選各位依據

收件編號依序上傳至萬能科大行銷系粉絲團官網公開評選，參賽對伍必

須先對粉絲團按讚(評選時間：110 年 11月 18日 (四) 上午 10:00 ~ 110

年 11月 25日 (四) 晚上 11:59 止)，評比依據該影片按讚數、影片分享

次數、影片留言數做綜合評選，由影片按讚數、影片分享次數及影片留

言數最多者為前 6名進入總決賽。 

(2) 靜態相片組： 

 相關相片題材 

以全台各在地特色產業、在地特色觀光工廠、在地特色網美景點、桃園

在地美食、在地特色商店商圈、在地特色遊樂園、在地特色產品開箱等。 

 請自行創作，競賽相關作品嚴禁侵權及抄襲 

 評選方式 110年 11月 18日 (四) 上午 10:00 主辦單位將決選各位依據

收件編號依序上傳至萬能科大行銷系 IG 官網公開評選，參賽對伍必須

先對 IG按讚(評選時間：110年 11月 18日 (四) 上午 10:00 ~ 110 年 11

月 25日 (四) 晚上 11:59 止)，評比依據該相片按讚數、影片分享次數、

影片留言數做綜合評選，由相片按讚數、相片分享次數及相片留言數最

https://reurl.cc/q1Vz6q
https://reurl.cc/NZQ1Mp
https://reurl.cc/35X1GO
mailto:將作品寄至vnudom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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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為前 6名進入總決賽。 

總決賽進行方式： 

1. 對象：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 

2. 參加決賽隊伍須按規定報到時間到達決賽地點進行 3-5分鐘口頭報告，現場

須出示學生證明文件，報到地點與發表時間另行公告通知。 

3. 總決賽地點：萬能科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 總決賽方式得視疫情狀況需要進行滾動式調整或採視訊方式進行(會另行通

知及公告) 

陸、報名時間：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17 日（三）晚上 11:59 止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35X1GO 

二、繳交截止日期：110年 11月 17日（三）。（以當天晚上 11:59 為基準。） 

三、入選公告：110 年 11月 26日（五）上午 10時於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網站 (http://www.ml.vnu.edu.tw/) 公布入選決賽名單。 

柒、評分標準： 

一、初賽：數位行銷公開評選，各隊伍之 

1.按讚數：30%    2.留言次數：5% 

3.分享次數：5%   4.瀏覽次數：40% 

5.後台流量數：20% 

二、總決賽時間：110年 12月 02日 (四) 

1.企劃書完整性：30% 

2.影片具創意性/相片具美感性：30% 

3.與當地觀光資源結合：40% 

捌、獎勵： 

一、獎項 (下述獎狀均由勞動部桃竹苗分署及萬能科大共同屬名頒發) 

    依據評審成績分別頒予冠軍一組、亞軍二組、季軍三組以及佳作若干組。 

冠軍（動/靜態各一組）：價值 NT$1,500 元禮品或禮卷、隊員獎狀乙紙。 

亞軍（動/靜態各二組）：價值 NT$1,000元禮品或禮卷、隊員獎狀乙紙。 

季軍（動/靜態各三組）：獎金 NT$  500元禮品或禮卷、隊員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組）：每位隊員獎狀乙紙。 

二、獲獎團隊之指導老師皆頒發獎狀乙紙。 

三、每位報名之參賽者皆可領取參賽證明乙紙。 

染、備註： 

一、主辦單位保留比賽辦法之修正權，如有異動，悉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二、初賽獲入選之隊伍作品智慧財產權，悉歸主辦單位所有。 

三、聯絡人：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子涵 老師 

TEL：03-451-5811分機 62000 

Email：vnudoml@gmail.com 

https://reurl.cc/35X1GO
http://www.ml.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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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320313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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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賽聲明書 

2021第 2屆 勞動部賈桃樂 X 萬能馬克町(MK)盃 

全國高中職數位行銷創意體驗參賽者聲明書 

作品名稱： 

 

特色簡述(200字以內) 

 

 

 

 

 

 

 參賽者聲明： 

１．本人保證已確實了解「2021 第 2 屆 勞動部賈桃樂 X 萬能馬克町(MK)盃全國高中職

數位行銷創意體驗簡章」辦法之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本人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

無誤，以及參賽作品係本人（團隊）之原創規劃設計，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如有不實，

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２．本人（團隊）同意本數位行銷創意及相關內容授權主辦單位使用。 

 

 參賽聯絡人暨所有共同參與者簽名或蓋章 

 

    姓名               學校系級           連絡電話           簽名或蓋章 

1.   

 

 

2.   

 

 

3.   

 

 

4.   

 

 

5. 

 

   

（請加蓋學校系科級單位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競賽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