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臺中市 「挑戰勞動知識王」 

活動參賽簡章 
一、 活動主旨 

因應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之需要及勞動樣態之多元化，有關勞動權益，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首重宣導，期經由多元化之法令宣導傳達現行勞動規範，

使勞資雙方均能建立適切勞動法令觀念，以保障勞動權益，並促進職場和

諧。 

為啟發及深化本市國中、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學生之勞動意識及法

令概念，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打造「遊戲學習法」，結合臺中市勞動教育札

根計畫，讓學生透過組隊參與競賽遊戲方式瞭解勞動法令，藉由晉級競賽

現場活動、決賽電視媒體錄影及決賽節目託播，以「寓教於樂」的方式，

讓學生於參與過程中，獲得正確之勞動權益觀念，進而影響其家人，以深

化及擴散化勞動權益札根之效果。 

二、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參賽資格 

臺中市國中、高中職及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組、親子或師生組，共有下

列四組別： 

(一)國中組：限國中生，每隊 2名隊員，可推選其中 1 人擔任答題代表。

一校限 1隊。 

(二)高中職組：限高中職學生，每隊 2名隊員，可推選其中 1 人擔任答

題代表。一校最多 2隊。 

(三)大專組：大專院校學生，含在職進修、研究所、博士生，可跨校組隊，

每隊 2 名隊員，可推選其中 1 人擔任答題代表。如報名隊數過多，

主辦單位具有篩選名單之權力。篩選方式以學校為單位，一個學校以

3隊為限，依報名順序錄取(先報名先錄取)，如報名人數不足，則不

受此限制。  

(四)親子或師生組：由親子、師生組成隊伍報名，2 名隊員，可推選其中

1人擔任答題代表。本組別為趣味競賽，意在傳承共同瞭解勞動知識，

親子師生間的互動，提供前三名參加獎品，無比賽獎金。依報名表格

上團隊簡介，選出具有創意與參賽意義的隊伍 6隊，直接參與決賽。 



四、 報名日期 

(一)即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國中、高中職組各校請於 10/26 前提供預報名單。 

五、 報名方式 

(一)大專組 

於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網站 http://www.veetime.com/連結表單

線上 報名，同時上傳學生證或在學證明等文件，並於活動報名截止日前完

成報名。 

(二)國中、高中職組 

於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網站 http://www.veetime.com/下載「參賽

報名表」與「活動簡章」， 由學校老師代為報名，並於活動報名截止日前完

成報名。 

(三)親子或師生組 

於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網站 http://www.veetime.com/連結表單

線上報名，須於表單填寫團隊簡介，並於活動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 

六、 比賽日期 

(一)初賽：國中及高中職組依各校辦理時間為主；大專組採網路報名，直接參與

晉級賽；親子或師生組採網路報名，直接參與決賽。 

(二)晉級賽(請提前半小時報到) 

國中組：10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六 14:00-17:00  

高中職組：10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六 09:00-12:00  

大專組：107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日 09:00-12:00  

(三)決賽(請提前半小時報到) 

國中組：107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09:00~12:00 

高中職組：107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13:00~16:00  

大專組：107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09:00~12:00  

親子或師生組：107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13:00~16:00 

七、 比賽地點 

(一)初賽:由國中及高中職組各校自行報名及舉辦。 

(二)晉級賽:國中/高中職組/大專組―青年高中(台中市大里區中湖路 100號)  

(三)決賽:國中/高中職組/大專組/親子或師生組―青年高中(台中市大里區中湖

路 100號) 



八、 比賽方式 

採淘汰賽制，分為初賽、晉級賽及決賽。初賽由臺中市各校自行辦理初賽，

選出代表隊參加晉級賽，最終各選出 6 隊進攝影棚參加決賽。 

(一) 初賽 

國中及高中職組：由各校進行校內徵選，將於台中市之國中、高中，各

校選出代表隊，各隊校園代表隊進入晉級賽，比賽規則由各校訂定之。 

(二) 晉級賽(選擇題)  

1.晉級賽分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採電腦抽籤分組競賽制。以螢幕顯示題

目，由主持人唸完題目後，直接口述答案，由答題者搶答，答錯者則無法再次

搶答同一題答案。 

2.國中、高中組：各組共分 6梯次比賽，每梯次角逐 1隊名額，每次比賽共 20 

題，率先搶下 5 題者晉級，若無人勝出，則 20 題答中答對最多題之隊伍勝

出，平手時，則進行延長搶答賽，1 題決勝負。 

3.大專組：分組搶答，每次 6 隊上台答題，共 20 題，率先搶下 5 題者晉級，

若無人勝出，則 20 題答中答對最多題之隊伍勝出，平手時，則進行延長搶答

賽，1 題決勝負。 

(三) 決賽-挑戰勞動知識王 

 挑戰勞動知識王 答題積分賽介紹 

   1.擇題作答 

參賽隊伍抽籤決定上台順序，每次三組輪流依序做答，共分兩梯次，

每隊擁有 5 次答題機會，題庫選擇項目中分為天使題庫(容易)15 題，地

獄題庫(困難)15 題外加 3 題加分題(加分題以花博相關題目為主)，參賽

隊伍依序做答可先選擇答題題庫來獲得積分分數。題庫類型將以選擇題類

型為主。    

    2.積分分數 

      天使題庫答對後每題加 10分積分，答錯後扣 10分積分。 

      地獄題庫答對後每題加 20分積分，答錯後扣 20分積分。 

      加分題答對後每題加 10分積分，答錯後扣 10分積分。 

      作答結束後工作人員會進行計算，分數最高者為優勝隊伍， 



      平分者進行 PK延長賽，以地獄題庫為題同時於答題版作答， 

      直到選出優勝方。並由主持人在節目中公佈名次。 

    3.卡片功能               

每隊參賽隊伍手中有三張卡片分別有不同功能的卡片使用在題目中

參賽隊伍可再主持人念題目後依照需求提出使用功能卡，提高隊伍累積分

數。每張卡片只能使用一次。 

    加倍卡：使用後答對題目積分加倍，答錯後積分相同加倍扣分 

        例：參賽隊伍選擇天使題庫並使用加倍卡答題答對後積分分數將從 10

分變成 20分積分。 

    陷害卡：參賽隊伍選擇題庫後，若發現題目不會做答，使用卡片            

功能後可指定另外二隊其中一隊做答，但對方答對後同樣會獲得

積分分數，答錯後也將扣除積分分數。 

    求救卡：參賽隊伍選擇題庫後，若發現對題目答案不肯定，使用卡片功能後

主持人會將選擇題選項由 4題選項縮減成2題選項提供參賽隊伍選

擇。 

九、 競賽題目 

競賽題目共分為五個關卡，以五大類組相關法規出情境題、選擇題及

問答題。另設置加分題，為市政相關之題目。 

(一)勞資關係 

(二)就業安全(性平、就業服務、就業安全)  

(三)勞工福利  

(四)勞動權益(勞動基準相關問題)  

(五)職業安全衛生  

(六)市政加分題(與花博相關) 

勞工法規及勞動權益常識，請參考下列網站及其他相關法律資料：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  

(二)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http://www.doli.taichung.gov.tw/  

(三)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四)勞動部（勞動法律查詢網）http://www.mol.gov.tw/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
http://www.doli.taichung.gov.tw/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http://www.mol.gov.tw/


十、 獎勵辦法 

(一)國中組： 第一名(1隊)：12,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二名(1隊)：10,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三名(1 隊)：8,000 元獎金及獎牌 

(二)高中職組：  第一名(1隊)：12,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二名(1隊)：10,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三名(1 隊)：8,000 元獎金及獎牌 

(三)大專組： 第一名(1 隊)：12,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二名(1 隊)：10,000 元獎金及獎牌 

           第三名(1 隊)：8,000 元獎金及獎牌  

(四)親子或師生組：  第一名至第三名 獎品及獎牌 

(五)國中、高中、大專組參加獎(9隊)：1,000元禮券(僅提供決賽未得獎之隊伍，

一隊 2份)；親子或師生組參加獎：紀念獎品 

十一、 注意事項 

(一)競賽簡章及參賽辦法如有未盡之事項，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二)本活動不主動提供「參賽證明」，若有需要「參賽證明」，請在報名表註記。 

十二、 活動洽詢 

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http://www.veetime.com/  

臉書粉絲團請搜尋【107臺中市勞動知識王比賽】 

Instagram請搜尋【107_laborknowledgeking】 

報名及客服信箱：laborknowledgeking@gmail.com 

或請於上班時間來電 04-23112178分機 5004 林小姐  

http://www.veetime.com/


107年度臺中市 

「挑戰勞動知識王」活動參賽報名表 

參賽隊伍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欄) 

參賽類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參賽者自行勾選) 

大專組/親子或師生組請於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官方網站連結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隊名  

學校名稱  

輔導老師  電話  

隊員一姓名  性別 □男     □女 

系所年級  電話  

地址 □□□ 

隊員二姓名  性別 □男     □女 

系所年級  電話  

地址 □□□ 

※ □ 需要提供「參賽證明」請打勾 

※ 上午 08:30 及下午 13:30 開放參賽隊伍報到。 

※ 各校請於 10/26 前以輔導老師名義預報參賽意願，俾利後續競賽規

劃。 

※ 填寫完畢，請 E-mail 至: laborknowledgeking@gmail.com，承辦單

位將於 10/30 日前回覆信件表示報名成功。 

 

 

報 名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