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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4 届竞赛参加办法及报名表

TMTF

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

107 年 10 月 6 日

一、举办缘由

经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 107 年 7 月 24 日第七届第五次常务董

事、常务监察人会议决议通过，将举办 2019 年第 14 届工具机「研究发展

创新产品」竞赛活动，藉此鼓励我工具机业从事产品之研发、创新，进而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为鼓励国内工具机业者运用设计及制造技术，透过竞赛方式，推动研

究发展创新工具机产品，以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分散销售市场，树立优良

新产品开发及设计形象，以建立我国工具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之地位，特

而举办之。

二、指导单位

经济部工业局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三、主办单位

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四、协办单位
工业技术研究院/智慧机械技术组

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财团法人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

财团法人台湾创意设计中心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

国立中兴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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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竞赛产品类别

1、综合加工机类

2、CNC 车床类

3、其他数控工具机类

4、数值控制工具机关键零组件类

①控制系统：含控制器（含 PC-Based）、伺服马达、驱动器、传感器等。

②精密高速传动组件：含滚珠螺杆、线性滑轨等。

③高速主轴。

④第四轴与第五轴。

⑤刀塔及刀库等。

⑥高速护盖等。

⑦其他关键组件等。

六、报名条件

1. 参赛厂商需参加并符合该展参展资格，且为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会

员厂商，参展之产品需现场展出。

2. 凡报名参展厂商其产品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得报名参加竞赛：

1、 产品属综合加工机类、CNC 车床类、其他数控工具机类、数值

控制工具机关键零组件类。

2、 该产品需自行设计、创作发明并委由国内合法生产工厂所制造。

3、 需于展会现场展出参赛展品。

※每家厂商限制参加二类新产品，每类别产品限参加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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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审标准

新产品依产品类别分别按下列项目评审计分：

(一)创新性

创作、发明或具有突破性之硬件或软件设计、产品设计、相关专利。

(二)智慧化与实用性

智能化与实用性能兼容多种系统，并易于扩充外围设备、使用操作、

接口及维修简便、节能及环境保护。

(三)结构、精度与质量

结构设计分析明确、符合规格之耐久性测试、精度与质量及安全符合

国际标准。

(四)市场性

对销售地区之品牌通路及服务布局、现有同类产品世界市场统计金额

（包括地区、数量及金额等）、预估新产品之拓销潜力。

(五)经济性

零组件标准化及模块化、国产化程度、成本及售价具竞争力、包装合

理及运搬方便。

(六)审美性

美感、色彩、外观设计及识别系统是否具有市场性、涂装表面处理精

致度。

(七)其他

由评审委员决定，例如：动态展示及精度验证、工件加工(关键零组

件类不适用)、展示实物状况符合书面数据与图片之说明。

※评审标准之细节项目及内容，将由评审委员研订后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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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审方式

由主办单位聘请国内知名工具机设计与制造专家担任评审委员，分类

分项依前述评审标准按初选、复选及决选三个阶段进行评审：

(一)初选

采书面审查方式进行，评审委员依据厂商报名时提出之作品数

据、图片及其他参考数据评审，凡通过初选合格且报名参加「2019 年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览会」而获得摊位者，即取得参加复选及决选之资

格。

(二)复选

1、评审委员就初选合格之产品安排产品说明会，并由厂商提供书面

报告数据与进行口头报告产品之特点。

2、未参加产品说明会者视同弃权。

(三)决选

采实物陈列及现场加工操作审查方式进行，厂商于排定之时间参

加决选，未依规定参展者即取消决选资格。

※复选及决选可补送型录、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等相关参考数据，以

利评审委员参考。

※通过复选之厂商，产品数据将提供于竞赛手册内加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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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厂商报名手续

(一)报名

1、时间：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止。

2、方式：一律采中华邮政挂号通信报名（连同报名费用一并缴交），
并于信封上注明「报名 2019 年第 14 工具机研究发展创新产品」

竞赛活动，未以邮局正式挂号寄交正式报名表恕不受理。投邮

时请注意邮戳是否清晰，并请妥善保存「挂号邮件执据联」以

备查考。

3、报名数据收件单位：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

地址：10046 台北市怀宁街 110 号 3 楼。

本竞赛承办人员：蔡宜真。

电话：(02)2349-4666 分机 674。手机：0988-312-209

传真：(02)2311-0385。

网址下载报名表可至此 URL：www.tami.org.tw

4、敬请详细填写后附报名表，每一件作品一份报名表，每家厂商最多二

件。

(二)应缴资料

1. 报名费用：每一件竞赛作品新台币 9,450 元正(含税)。

2. 另为厂商提高宣传之效果，统一安排得奖厂商协助刊登广告，并请厂

商于报名时同时先预缴 5,250 元正(含税)广告费，未得奖厂商本基金会

将款项将全额退回。

3. 各报名作品 4×6 以上彩色照片(或分辨率 300dpi 以上之电子图文件)或

设计蓝图 2 张。

4. 务必检附其他参考数据（ISO9001 认证复印件、ISO14000 认证复印件、

CE 认证复印件、专利证书复印件等）。

※其他获奖证明例如：精品奖、总统创新奖或其他知名奖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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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缴款报名费

(1)缴款报名费支票到期日：107 年 11 月 23 日

(2)支票抬头：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请划线、加盖禁止背书转

让)

(3)电汇方式：(请检附汇款复印件至报名表内)

户名：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

银行：华南商业银行城内分行

账号：103-20-012077-9

6. 预缴刊登得奖报纸广告费(保证金支票，请一律额外开立)方式如下：

(1)预缴刊登广告费保证金：NT$5,250 元正(含税)

(支票到期日请开：108 年 2 月 25 日)

(2)预缴刊登广告费保证金支票，请一律额外开立，如未得奖厂商本基

金会将原支票退回。

(3)支票抬头：财团法人工具机发展基金会(请划线、加盖禁止背书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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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奖励内容

报名参加评审之新产品分产品项目依评审委员之评定，分别给予下列

项目之奖励：

(一)综合加工机类

1、优等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8 万元。

2、佳作奖三名，颁发奖座一座，各奖金新台币 4 万元。

(二)CNC 车床类

1、优等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8 万元。

2、佳作奖三名，颁发奖座一座，各奖金新台币 4 万元。

(三)其他数控工具机类

1、优等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8 万元。

2、佳作奖三名，颁发奖座一座，各奖金新台币 4 万元。

(四)以上三项 CNC 工具机类另综合评选出特优奖

1、特优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20 万元。

(五) 数值控制工具机关键零组件类

1、优等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8 万元。

2、佳作奖三名，颁发奖座一座，各奖金新台币 4 万元。

(六)所有参赛工具机类及零组件类，得综合评选出智能工具机或零组件特别

奖。

1、特别奖一名，颁发奖座一座，奖金新台币 8 万元。

※参赛作品未达评审委员标准，将予从缺，而不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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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审作业时间表

(一) 受理报名：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止。

(二) 初选评选：107 年 12 月 1 日。

(三) 公布初选结果：107 年 12 月 7 日。

(四) 入围复选作品说明会：订于 107 年 12 月 21 日(五)至 12 月 22(六)

日，于台中举办。

(五) 决选作品送件（依大会规定展品进场时间)：10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止。

(六) 决选现场评选：108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5 日。

(七) 公布评选获奖名单：108 年 3 月 5 日(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览会酒会

中公布)。

(八) 颁奖典礼：108 年 3 月 5 日。（于酒会同时）

十二、入选作品展览

因决选活动安排于「2019 年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览会」中举行，故参

赛厂商必须将参赛产品陈列于参展公司位摊位上动态操作展示。

十三、注意事项

(一)参赛厂商应尊重评审委员会之决议。

(二)展览期间各参赛厂商应派驻专业人员于现场解说，并备妥作品型录及

说明书，以向评审委员作详尽之介绍说明，并动态操作展示。

(三)参加评审之新产品，应由参赛厂商自行申请或取得相关之专利权，以

保护其设计开发专利，如于此期间遭受仿冒均与本基金会无涉。

(四)参加评审之新产品于评审或展览过程中发现有不符本办法「评审报名

条件」规定，或涉及违反专利、商标、抄袭、仿冒、国际法规(如 GDPR

等)事实者，本基金会得随时取消其参加评审或展览之权利。

(五)参加评审获奖之新产品于事后发觉有违反本办法规定或有违反专利、

商标、抄袭、仿冒、国际法规(如 GDPR 等)事实者，除取消产品之「研

究发展创新产品」使用权外，并追缴颁发奖金与奖座，及一切有关

竞赛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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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审及展览前后由本基金会发布新闻，并编印「研究发展创新产品」

入围厂商名录，于展览现场分发买主及参观人士。

(七)本基金会得运用获奖之新产品之数据，作为展示、摄影及出版等用途。

十四、本办法若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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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4 届工具机「研究发展创新产品」竞赛报名表
营利事业统一编号： 机械公会会员证号：

摊位编号：

展出馆别：□世贸一馆一楼□世贸一馆二楼□世贸三馆

□台北南港展览馆 1 馆 4 楼展厅□台北南港展览馆 1 馆 1 楼展厅

□台北南港展览馆 2 馆 4 楼展厅□台北南港展览馆 2 馆 1 楼展厅

1.公司名称： (中)□□□□□

(英)

2.通讯地址： (中)□□□□□

(英)

3. 电 话：

4. 传 真：

E-mail：

网址：

5. 负 责 人：

6. 连 络 人： 分机： 职称：

7. 创业日期：民国 年 月

8. 资 本 额：新台币 元

9. 员工人数： 人

10. 贵公司是否设有专职之设计开发部门：□是， 人 □未设立

11.主要产品类别：(目前工厂实际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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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作品名称：
(中文作品名称，请注明参赛机台型号)

(英文作品名称，请注明参赛机台型号)

13.作品类别：□综合加工机类，是否台湾生产□是 □否。

□CNC 车床类，是否台湾生产□是□否。

□其他数控工具机类(请说明) ，是否台湾生产□是□否。

□数值控制工具机关键零组件类，是否台湾生产□是□否。

①控制系统：含控制器（含 PC-Based）、伺服马达、驱动器、

传感器等。

 ②精密高速传动组件：含滚珠螺杆、线性滑轨等。

 ③高速主轴。

 ④第四轴与第五轴。

 ⑤刀塔及刀库等。

 ⑥高速护盖等。

 ⑦其他关键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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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品图片：请黏贴 4×6 以彩色上照片(或分辨率 300dpi 以上之电子图文件)或蓝图 2 张

于下面框格内，如有较大尺寸图片及较多数据可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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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作品规格： (请以公制单位标示外形尺寸、重量及动力)

长     ㎝，宽     ㎝，高     ㎝，

重量    ㎏，动力   kw，电压    V，电流    A

16.作品价格： 产品订价 ，进口部品零件占总价之 ％。

17.目标市场及竞争对手(请举例三种公司品牌)：

＊预估外销市场：

年份 数量 金额 US$ 外销地区 竞争对手公司

＊预估内销市场：

年份 数量 金额 US$ 内销地区 竞争对手公司

18.作品开发背景：（开发此作品之原因与动机。若有参考国内外相关产品，请说明其来源。）

19.近二年专利名称摘要：（应检附二年内核准证书复印件或专利申请案号）

年 份
核准/申请

专利种类 专利地区
案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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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作品特点：请依据第 3 页第七大项评审标准：

(一)创新性(二)智慧化与实用性(三)结构、精度与质量(四)市场性 (五)经济性

(六)审美性(七)其他。（请详细填写以作为评审依据填写）

21.DESCRIPTION IN ENGLISH：请依据第 3 页第七大项评审标准填写。

(一)创新性(二) 智慧化与实用性(三)结构、精度与质量(四)市场性 (五)经济性

(六)审美性(七)其他。（请详细填写以作为评审依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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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加评审承诺书：

兹以上述新产品报名参加 贵基金会主办之「2019 年工具机研究发展创新产品」

竞赛暨展览，愿保证遵守竞赛及展览之各项相关规定，如有违反愿接受 贵基金会之处

置。并特申：

(1) 本产品确为自行创作，绝无违反专利、商标、抄袭、仿冒。

(2) 本产品绝无涉及侵犯他人权益情事。

(3) 绝对遵从评审委员会之决议。

公司印鉴章： 负责人印鉴章：

中 华 民 国 1 0 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