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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0 屆全國大專院校 MICE 創意會展策劃競賽 

活動辦法 

一、主旨：將國際會議、展覽或活動帶進台灣舉行，是政府指導成立 MICE 會展

產業主要的宗旨。2020年國際會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 

Conference Association, ICCA）年會將在高雄舉行，就是一個成功

競標的例子，屆時將有來自世界各國近千名會員前來參與盛會，除了

提高我國際知名度外，也為觀光增進了不少收入；為配合此會展年度

盛事，本第 10 屆比賽特選擇新創議題模式進行，期盼同學們能藉題

構思可以有甚麼樣的國際會議、論壇和活動事件在台灣舉行。 

二、說明： 

1. 主題： 

 1771 年西方探險家 Benovsky 於台灣東部登陸，這個史實國內鮮少

人知道，請用 MICE（會議 Meetings and Conferencing）、獎勵旅遊

（Incentives）、論壇（Conference）展覽（Exhibitions）與活動（Events）

各元素，構想可以有甚麼樣的創新會議、論壇與活動事件產生，一來

可以使更多國人知道這個史實，二來也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國際活動

進而邀請國際人士前來台灣，達到 MICE 成立的宗旨。 

2. 方式：參加競賽的學校隊伍，以英文 PPT 簡報完整企劃案方式講述。 

3. 參考資料：關於該探險家相關簡單記載請見比賽規章後面或比賽官網。 

三、主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四、企劃單位：中華會展貿易促進會。 

五、比賽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五)。 

六、報名費用：免費。 

七、比賽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圖書人文研發大樓 13F 管理講堂。 

八、比賽規則： 

1. 每隊人數 3 至 5 人，以英文進行。（不得為 2 人出賽）。 

2. 無需繳交紙本企劃書，PPT 於比賽當天報名時，下載於比賽用電腦。 

3. 比賽時，請勿給予評審紙本企劃書；比賽進行中，其他設計宣傳品可視

情況提供予評審。 

4. 比賽一律使用主辦單位之電腦。 

5. 請不要額外租借”表演服裝”，以穿著在校專題報告之服裝或學校既有公關

服或簡單之 T 恤為主。 

九、初賽、複賽、決賽：（視比賽隊伍數決定方式）。 

 A.預賽 

（一） 參賽隊伍請將參賽題目及摘要，以電郵方式寄至下列 email： 

  steve@ctu.edu.tw；「如兩天內未收到回覆，請再次寄至此信箱」 

mailto:steve@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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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ee77@pchome.com.tw，連絡電話：04-711-1111 轉 3670。 

（二） 摘要收件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四）。 

（三） 公告初賽結果日期：2019 年 5 月 2 日（四）。 

（四） 參賽摘要(Abstract)請以中文為主並以 PDF 檔案寄出，摘要格式如附

件，摘要內容務必包括以下項目: 

1. 學校名稱與指導老師(最多兩名)。 

2. 參賽題目：請自行構思。 

3. 活動內容：國際會議、論壇、展覽名稱與內容。 

4. 創意活動內容：指本隊伍構思之創意項目及內容 

上述兩項請略述即可，本企劃案以創意和可行性為優先考量， 

（以上內容請以一張 A4 為原則），比賽時首張 PPT 可以書寫學

校名稱、指導老師與參賽學生名字。 

（五） 進入複賽隊伍公告於臉書社團 

「2019 年第 10 屆全國大專院校 MICE 創意會展策劃競賽」粉絲專

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60425481130594/。 

（六） 活動相關問題，可上於上述社團發問，主辦單位會盡快答覆。 

（七） 如報名隊伍數不足 5 隊則另擇期舉行。 

 B.報到與用餐 

（一） 報到時間：2019 年 5 月 24 日（五）13:00-13:30 

 (繳交簡報 PPT 檔)。 

（二） 報到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圖書人文研發大樓 13F 管理講堂。 

（三） 比賽時間：2019 年 5 月 24 日（五）13:30-16:00 

（得視參加隊伍數提早至上午提早舉行） 

午餐：如比賽隊伍需用午餐，可提前至鄰棟學校餐廳用餐。 

 C.決賽 

（一） 比賽時間：13:30-16:00 PM。 

（二） PPT 簡報 8 分鐘，問答 5 分鐘。（時間未滿不扣分）。 

（三） 頒獎時間：16:30-17:00 PM。 

十、敘獎辦法： 

    第一名獎盃一座。 

第二名獎盃一座。 

    第三名獎盃一座。 

    佳作三名各得獎狀一張（視比賽隊伍數增額）。 

十一、PPT 內容： 

（一） 活動名稱：請自行構思是國際會議、論壇，亦或活動事件企劃案 

（二） 企劃書內容： 

企劃案之可行性為企劃書的重點，以下是參考，可用可不用，端看

各位的構思而定，申請經費單位為外交部和相關縣市政府： 

mailto:mandee77@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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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何選在該(某城市鄉鎮)舉辦？ 

（按探險家登陸地點有兩處，秀姑巒溪與澳底）。 

2. 其特別之處為何？（除了登陸地點縣市，是否其他縣市也要舉

辦，為何？）。 

3. 每年何時舉行？ 在何處又是哪些人共同參與，本國與邀請國

際人士為那些人？（探險家曾和台灣那些人互動，又波蘭、匈

牙利和斯洛伐克都表示，探險家是他們國家的人民，對此，你

們有何建議想法？）。 

4. 其活動進行的方式為何？ 動態與靜態？（探險家傳奇般的故

事，你們會如何建議構思活動內容？）。 

5. 有別於一般活動項目與內容，我們的創意項目與內容為何，其

意義為何？ 

6. 可以進一步成為國際性的原因為何，請以ＭＩＣＥ元素敘述？ 

（除了此探險家外，也有許多其他國籍的探險家來過台灣，你

們會如何運用這樣的情形？）。 

7. 整體活動之預算，以不超過 100 萬元為原則。 

8. 可以產生的話題為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如果舉辦了各位

構思的活動，會有何新聞性？對台灣與波蘭、斯洛伐克、匈牙

利可以有哪些幫助？）。 

9. 第一張 PPT 可秀出學校名稱，以增同學們榮譽心。 

10. 比賽前 PPT 無需寄送給主辦單位，最後一張 PPT 請儘量使用白

底或淡色並打上”Q & A”字樣。 

十二、評分標準：（總分 100 分）) 

1.會展創意   30% 

2. PPT 架構   20% 

3.可行性     30% 

4.簡報表現   20% 

5.評審為外籍人士 3 至 4 名。 

6.參賽隊伍組員可為外籍學生，沒有比例限制。 

7.會提醒評審英語程度非評分主要依據，仍以 MICE 元素為主。 

十三、此次比賽作品得作為推薦相關單位及日後學術教學使用。 

十四、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或增列之。 

附件說明： 

   Moric Benovsky： 

     生於 1741 or 1746 間，其出生地為 Vrbové 接近 Trnava，現今的斯洛伐

克(Slovakia)，當時是屬於匈牙利 Hungary 的一部分。 

     他是個傳奇人物，擁有多種身分是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的貴族、冒險家、環

球航海家、探險家、殖民地開拓者、作家、法國的陸軍上校、波蘭軍隊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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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島之王等，是歐洲第一個航入北太平的航海家。 

   1768 年擔任波蘭騎兵指揮官時的貝尼奧斯基 Moric Benovsky，參與俄波之

戰，因戰敗被俘，全身受傷達十七處，年輕 29 歲的他被囚禁，並流放到西伯利

亞遠東的堪察加半島軍事監獄。三年苦牢後，乾隆 36年（1771年 5 月）貝尼奧

斯基又傳奇的誘拐俄國將軍女兒 Aphanasia，與士兵等 96 人逃獄，在堪察加灣

港口中，再一次傳奇的奪取中型俄艦科別特（Corvett!）號快船，被推為艦長。   

    在俄艦追擊下，一路隨洋流南下，出鄂霍次克海，阿留申群島，經庫頁島、

北海道、日本、經土佐國（今高知縣）、日和佐（今德島縣）、奄美大島、琉球。

其與日本交涉經過，是日本近代史重要事件。 

    貝尼奧斯基於 8 月 26 日漂流至海圖上的 Formsa（臺灣）附近，先派 16 人

分乘小艇探險沿岸，在東海岸（北緯 23 度 32 分）登陸，地點可能是 秀姑巒溪

河口的大港口附近。引發第一次戰役，雖斃原住民人 60 人擒 5 人。但仍被原住

民群擊退後，解纜北行至東北角海岸，28 日可能抵今澳底附近，登陸遇到因謀

殺案在馬尼拉被判刑而逃到臺灣的西班牙人伯支可船長 (Don Hieronimo 

Pacheco)。 

     伯支可已與土人結婚落地生根，貝尼奧斯基從伯支可 Pacheco 得知後山清

廷、原住民情況，激起他冒險開拓壯志，由伯支可任翻譯。貝尼奧斯基等人與原

住民（Huapo）所部二萬人締結同盟，以其大砲、小銃，及馴服的野馬組合而成

的騎兵部隊，與 Huapo 組成聯合遠征隊，征服東海岸的番社，其中包括一萬到一

萬二千人最大的 Xiaguamay 部落。戰利品中獲得真珠、八百磅銀塊、十二磅金塊。 

     9 月 12日，離台後再去澳門，由印度洋返歐，可說環地球一圈，他返歐後，

將他寫的旅臺冒險事蹟介紹給西方人，並於倫敦結集出版（ Count de 

Benyowsky“Memoirs and Travels”1791 版）（如圖），變成暢銷書，成為東台

灣清初重要史料。為台灣史中傳奇的冒險家毛里斯.奧俄斯篤.貝尼奧斯基事件。

也是西方殖民掠奪文化的代表事件。 

     返歐洲後，其後招兵買馬,鼓吹台灣殖民計畫，起草＜台灣事情及殖民方策

＞十二條。1782 年，貝尼奧斯基將一份取台灣的計劃，獻給奧國國王約瑟夫二

世( Joseph Ⅱ)，結果未被採納，在法國、英國、神聖羅馬帝國等也均未被接受。 

     法王雖未接受征台計畫，但改派他去攻打馬達加斯加，他又傳奇的占領馬

達加斯加島，1786 年想自立為島主，經營為柏拉圖模式的「烏托邦」，之後因為

與法國戰爭，不幸在戰中陣亡。 

 參考資料： 

【冒險家貝尼奧斯基佔領東海岸事件】鄭水萍 Thursday, July 26, 2007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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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bault-Huart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 

Otness, Harold M., One Thousand Westerns in Taiwa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1999） 

Benyowsky, Maurice Auguste, comte de (1746-1786)Voyages et m moires.1791. 

2vols（日本関係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