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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德盃 2019「全國創新扣件發想與實作」競賽辦法 

壹、 競賽宗旨 

汽車工業是高精度性、技術性且須高度整合之綜合產業，所需零組件在 8,000-15,000 個

之間，材料包括鋼鐵、非鐵金屬、橡膠、玻璃、石棉、陶瓷、纖維、石油化學業等，製造方式

包含鑄造、沖壓、鍛造、機械加工、熱處理等程序，出廠前必須通過各種不同條件的檢驗及測

試標準。而扣件是汽車重要零組件之一，平均一輛汽車使用高達 2,000 多個扣件，主要運用於

引擎、懸吊系統、車體、內裝…等不同子系統，足見汽車業對於扣件之需求量十分龐大，且因

汽車涉及乘客安全性，對車體品質要求嚴格，因此汽車扣件相較於一般扣件，屬於較高單價的

產品。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產各種扣件及零件，主要應用在汽車、農機、機械、家電、

營建等領域，其中應用在汽車工業的比重最大，客戶包括通用汽車、克萊斯勒、Toyota、Nissan、

Honda、Suzuki、BMW、泰國 Toyuta、VolksWagen、Tesla 等。另大陸市場方面，除了供

給一汽、大眾汽車以外，也供應一線模組廠，包括 MAGNA、BOSCH、BENTERLER 等，為

全球汽車大廠之第一階零件供應商，產品訂單業務主要採接單生產，提供客戶整合配套服務為

主要業務內容。 

為鼓勵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實踐所學，發揮設計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建立產學交流合

作平台，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特舉辦本競賽，期透過競賽引導學生結合企業，以跨領域的合

作方式，產學共同激盪創意與原型實作，解決企業實際問題，開創產學合作新契機。 

貳、 主辦單位 

一、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參、 競賽內容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到來，扣件產業已朝自動化、高值化及多樣化生產發展。本競賽採企業

出題方式，競賽主題為扣件的創意設計、生產製程與檢測…等企業實際問題，歡迎學生發揮想

像力，從此刻開始，號召跨領域的夥伴組隊參賽，為扣件產業帶來新的生面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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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德盃 2019「全國創新扣件發想與實作」競賽主題： 

1. 工業/建築/生活/醫療/飾品之扣件創新設計與創新應用，如： 

A. 防脫落螺絲(預組裝螺絲) 

 

        一般螺絲           防脫落螺絲 

應用案例： 

 

功能需求： 

a. 組裝時，減化組裝製程，便利於組裝作業，縮短作業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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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拆卸時：防止螺絲與殼蓋分離，改善螺絲掉落不易保管的問題。 

B. 防洩漏螺絲 

 

       多件式組合                  一體式 

功能需求： 

a. 防止氣體或液體從螺絲與螺帽間的間隙洩漏 

b. 防止氣體或液體從容器與螺帽間的間隙洩漏 

 

2. 扣件產品之簡易快速品質檢測方法，如： 

A. 斜牙檢查 

 

如上圖例，左側圖示螺牙中心線與螺帽外徑中心線產生過大的偏擺量，或是螺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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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線與螺帽端面垂直度不佳即是斜牙，如何用最簡單最快速的方法檢查？檢查結果可以

是用數值呈現或是只判定是否有在合格範圍內即可。 

 

B. 面的平行度檢查 

 

如上圖例，如何用最簡單最快速的方法檢查兩個黃色平面間的平行度？檢查結果可

以是用數值呈現或是只判定是否有在合格範圍內即可。 

 

3. 對扣件在運用上有特殊創新想法者皆歡迎投稿參賽。 

 

 

肆、 參賽資格與限制 

一、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均可組隊報名，學生隊員在報名時須為在校生。 

二、每隊人數 2 至 5 人，可跨校組隊，每隊需設隊長 1 名，作為團隊代表。 

三、指導老師可加入團隊，唯每隊指導老師以 1 名為限。 

四、比賽期間，不可更換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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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請參賽隊伍確實填寫報名相關資料，並上傳創新扣件原型實作題案

(限不超過 5MB 之 PDF 檔)。 

二、報名網址 : https://forms.gle/h8H2dBMGPkWsXGQL7 

三、聯絡窗口：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黃婷淇副理 
電話：(07)601-1000#38202 

Mail：tingchi@nkust.edu.tw 

陸、 「世德盃全國創新扣件原型實作競賽」 

一、競賽時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17:00 止。 

2. 原型實作參賽隊伍公告：201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原型實作參賽隊伍名單

將以 E-mail 通知參賽隊伍，同時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夢工場粉絲團」公告

參賽名單。 

註：世德盃 2019「全國創新扣件發想競賽」獲獎之 9 個團隊為當然參賽團隊，

並提供每隊 1 員自 7/1 至 8/31 日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有給薪實習機會，及每

隊 3000 元之原型實作補助經費。 

3. 原型實作期程：2019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至 8 月 2 日（星期五），歡迎參賽

團隊至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夢工場與創客基地進行原型實作。 

4. 經費補助：由主辦單位依提案內容進行審核，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每隊至

多 3,000 元之原型實作補助經費。 

5. 實習機會：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提供 10 個實習機會為原則，提供原型實作

團隊成員可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至世德公司進行二個月的有給薪實

習，薪資依勞基法最低工資規定。 

6. 實務專業夥伴：每一參賽隊伍皆有一名世德公司工程師協助，以確實瞭解實際扣

件在創新應用、製造、品檢上的痛點與真實情形，藉以修改原型實作構想，並共

同合作完成原型實作，確實解決公司的真實問題。 

7. 決賽日期：2019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夢工場（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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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巢區大學路 1 號圖資館地下室一樓），採原型展示及簡報方式進行。 

二、評選方式 

1. 由主辦單位邀請產、學、研領域與世德公司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 

2. 決賽：參賽團隊至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夢工場進行原型展示及簡報。 

三、評分標準 

 

四、競賽獎項 

獎項名稱 獎金(新台幣)、獎狀 

陳彬特優獎(1 隊) 每隊 20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世德金質獎(1 隊) 每隊 10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世德銀質獎(1 隊) 每隊 5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世德銅質獎(1 隊) 每隊 2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世德大發品質獎(1 隊) 每隊 1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世德屏加製造獎(1 隊) 每隊 10,0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佳作(若干) 每隊 2,500 元、獎狀每人 1 只 

註：各獎項得經評審會議並獲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後，視參賽作品水準議定「從

缺」或「調整」，亦得更動獎金額度、獎勵隊伍數與獎項名稱。 

柒、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繳交之書面及電子資料，均不予退回，參賽者應自行備份。 

階段 評分項目 說明 

決賽 

1. 原型創新性 

2. 原型應用性 

3. 原型價值性 

4. 實作技術性 

5. 原型展示與

簡報表現 

1. 原型創新性：原型新穎性，有別於現有的解決方

案 

2. 原型應用性：指世德公司能以該原型解決問題的

實際應用性 

3. 原型價值性：指原型未來可能實現的市場價值 

4. 實作技術性：原型實作採用技術難易度與新穎性 

5. 原型展示與簡報表現：指實際原型展示的功能、

外觀與細部設計之完整度，以及現場簡報內容與

問答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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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活動因不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本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

活動。 

三、團隊內部請自行分配團隊成員的各項權責歸屬，主辦單位不涉入處理。 

四、獲獎團隊之獎勵金將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獎金受領人為個人者，應將該項獎金列

入年度綜合所得稅申報納稅；所得獎金應依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五、本競賽要點若有未盡周詳之處，將由主辦單位視情依公平、公正、公開、合情、合理之

原則可隨時修正，並公告於活動網站。 

六、參賽人員保證報名表及計畫書之各項資料確實無誤，否則將取消報名及參賽資格。 

七、參賽作品，絕無抄襲、盜用、由非參賽人員之人代勞、冒名頂替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專

利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情事，且不曾公開發表及不得為市面上已存在或發行之商品。

參賽作品若經檢舉或告發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參賽資格，若有得獎亦將取消其得獎資

格且追回已頒發之獎金，其衍生之一切法律責任由參賽人員自行負擔。主辦單位使用參

賽作品所產生之損害賠償或訴訟負擔，由參賽人員負擔賠償。 

八、所有參賽作品，其智慧財產權歸屬原創作人，惟原創作人同意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

無償使用，以及主辦單位基於宣傳、推廣、觀摩發表、出版及研討會等需要，運用參賽

人員之創作內容，並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料公開發表之。 

九、競賽參賽內容，若經創作人與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議同意申請專利權，其專利相關

費用由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專利所有權則由創作人與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持有，各持 50%權利。 

十、參賽人同意提供參賽所需各項個人資料，惟僅限本次活動及因此衍生之各項活動使用，

主辦單位不得為其他用途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