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07 年度高教深耕核心基礎能力扎根計畫 

2018 第三屆全國「專業倫理」個案競賽  

一、 活動目的與說明 

中原大學教育理念以培養品格涵養與專業知識兼備之人才為目標。本校 102 學年度正式

成立「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致力推動各學院發展倫理課程與教材、培育種子師資與發

展課程多元媒材，並自 104 學年度起，將「專業倫理」課程，列為各學院之院通識必修核心

課程。為推展各界對專業倫理課程的重視與參與，增進各校推動專業倫理教育的厚實基礎，

也祈求「專業倫理」課程能成為陶塑學生公民素養之基礎，成為未來公民社會的重要穩定力

量，特舉辦全國性「專業倫理」個案競賽，藉由本次競賽廣邀國內大專院校師生共同參與，

展示教學成果，相互觀摩汲取精華，以推廣「專業倫理」教學。 

二、 辦理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中原大學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三、 活動地點：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1F(地址：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四、 活動日期：(決賽) 107年 6 月 20 日(三)。 

五、 活動內容：全國「專業倫理」個案競賽。 

六、 參加對象： 

1. 就讀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研究所），不限科系與年級皆可報名參加。 

2. 參賽同學可跨系或跨校，三至六人組成一隊，但個人不得參加兩組以上。 

七、 活動主題： 

A 組：「專業倫理」個案： 

各隊自訂涵蓋科學與倫理、工程倫理、企業倫理、設計倫理、法律倫理、倫理與現代生

活等專業倫理，或其他相關等倫理議題，個案以近三年內之時事或案例為佳。 

B組：「職場軟實力」行銷企劃： 

依據職場軟實力競賽主題及關切議題為基礎，提出創意行銷宣傳理念之策略，設計行銷

企劃內容。 

八、 獎勵：A 組及 B組分別錄取 

特優(一名)  獎金 5,000 元及每人獎狀乙幀； 

優等(二名)  獎金 2,000 元及每人獎狀乙幀； 

佳作(三名)  獎金 1,500 元及每人獎狀乙幀； 

入選(五名)  獎金 1,000 元及每人獎狀乙幀； 

參加隊伍   參加證書每人乙幀。 

 

 

 



九、 報名及書面繳交方式： 

107 年 4 月 23 日(一)起至 107 年 5 月 18 日 (五) 24:00 截止。透過網路報名並將競賽

書面檔案上傳至網站 http://ethics.cycu.edu.tw 

十、 競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報名與收件規定)： 

【第一階段－初賽】  

競賽時程  重要事件  時間  

初賽稿件  

收件時間  

報名需包含：(網路報名與個案競賽報告上傳) 

http://ethics.cycu.edu.tw 

(1) 報名資料表。 

(2) 資料提供同意書及授權同意書。 

(3) 完整書面報告檔案。 

107 年 4 月 23 日(一)起 

至 107 年 5 月 18 日(五) 

初賽  

結果公布  

晉級決賽名單與時程表公告： 

「專業倫理台灣資料網」 
107 年 6 月 1 日(五) 

  【評選標準】 

1. 資格審查由審查委員，針對參賽主題進行資格審查篩選，凡參賽資料不齊全或缺少者

皆於第一階段篩選時進行淘汰。書面審查時，由評審進行匿名審查。依書面審查分數，

錄取若干組晉決賽。 

2. 書面評審標準：  

A 組：「專業倫理」個案： 

 初審評分要點與配分比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議題評估 10% 

利害關係人分析 30% 

道德困境之判定 30% 

提出可行方案或可行方案之評估 30% 

 撰寫要項 

(一) 完整書面報告資料，包含目錄、摘要各一頁及書面內容，一律以標準楷體 12

號打字最小行距，不得超過 20 頁。全文以 Word 形式呈現，不接受其餘格式。 

(二) 全文以 PDF 檔方式上傳網站。 

http://ethics.cycu.edu.tw/
http://ethics.cycu.edu.tw/


 

B組：「職場軟實力」行銷企劃： 

 初審評分要點與配分比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個案分析之正確性與邏輯性  25％ 

個案分析之洞察性 25％ 

行銷策略創新性 30％ 

效益評估及可行性  20％ 

 撰寫要項 

(一) 企劃書內容應包含針對職場軟實力的特定情境與案例進行全面分析，並提出創

意行銷宣傳理念之策略。內容需包含主要核心問題、主要發生對象、行銷傳播、

宣傳與溝通理念之策略與作法、效益評估。全文(含圖表頁、作品頁)不得超過

30 頁。全文格式不拘，可為 Word 或 PPT形式呈現。 

(二) 全文以 PDF 檔方式上傳網站。 

【第二階段－決賽】  

1. 對象：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  

2. 時間：107 年 6 月 20日(三) 

3. 決賽規定：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需按規定之報到時間到現場進行口頭發表，確切報

到地點與發表時間會另行公告通知。 

A 組：「專業倫理」個案： 

1.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進行現場口報告與回應評審之詰問。 

2. 各組口頭發表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若內容含有影片，長度不得超過 5 分鐘)及委

員詢問及答詢時間為 5 分鐘，總計 15 分鐘，會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B組：「職場軟實力」行銷企劃： 

1.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進行現場提案競賽。 

2. 決賽各組口頭發表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若內容含有影片，長度不得超過 5 分鐘)

及委員詢問及答詢時間為 5 分鐘，總計 15 分鐘，會場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提案邏輯性與口條 40% 

行銷策略創新性 40% 

詢問及答詢之表現 20% 

十一、 聯絡方式：中原大學教務處 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 張慧穎小姐。 

 (03) 2652096  e-mail：huiying@cycu.edu.tw 

mailto:huiying@cycu.edu.tw


 

十二、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參加。 

十三、 交通方式：參中原大學路線圖及活動會場配置圖請參附件。 

十四、 中原大學交通資訊 ： http://www.cycu.edu.tw/map.html 

(一)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 

1. 南下：「內壢交流道」（57K）→中園路→(右轉)中華路→(左轉)普義路→中山東路→(左轉)

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2. 北上：「中壢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民族路→(左轉)環西路→環北路→普義路

→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國道 3 號：「大溪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永昌路→ (左轉)「66 號快速道路」→「中

豐路」出口→(右轉)中豐路→(右轉)環南路→環中東路→(左轉)中山東路→(右轉)幸福街→(右轉)

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二) 搭乘火車：至中壢火車站後，轉搭桃園客運 155 或 156(約 5 分鐘) 

 

十五、 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簡介： 

 

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網頁(專業倫理台灣資料網)： 

http://uip.cycu.edu.tw/UIPWeb/wSite/mp?mp=00401#gsc.tab=0 

中原大學電視台： 

http://mod.cycu.edu.tw/category/show/id/182#182-1 

 

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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