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紙箱戰紀-重返三國 

壹、 活動背景 

    紙是發明最早、最綠色環保的產品，造紙原料取自木材、 麻、棉、禾桿等天然纖維，也能回收利用；台灣每年

約有三百萬公噸用紙被回收，經過散漿、篩選、磨漿、成型的步驟重新成為不同種類紙品。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

會為讓更多青年學子接觸造紙業，對造紙業產生興趣和好感，進而認同造紙資源循環利用綠色生產。自2016年起結

合國內外興盛的創客風氣，推出亞洲首創、台灣唯一大型活動「紙箱戰紀」-以紙製裝備進行防衛戰，全身裝備以回

收紙箱為主要製作材料，在創意手作與團體競賽中實現永續環保、資源再生。2017年結合端午節慶的傳統特色，競

賽主題定為「陸上龍舟」，利用紙箱打造不同主題的紙箱，並加入回收分類知識闖關，成為最環保、最high的端午

活動。 

  

貳、 競賽主題 

2018年主題定為「重返三國」。將以戲劇張力強烈且畫面感十足的「三國」為主題，讓學生以時空旅行回到三足鼎

立時代成為戰士，運用智慧將紙類打造成盔甲、武器、馬匹整裝出發，透過重重考驗，為自己的理想盡心盡力，目

標只有一個：統一天下！ 

 

參、 主辦單位：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肆、 協辦單位：台灣數位媒體設計學、工業技術研究院、永豐餘、正隆、榮成紙業，花王 

 

伍、 參賽辦法：符合參選資格之對象，並於官網線上報名成功即可參賽 

一、 參賽對象： 

每一隊伍需包含 6 名隊員，全數隊員需為大學/大專在校生 

二、 參賽組別:  

分為【專業組】及【一般組】，可自由選擇參與組別，不進行混組比賽。評分標準有別，獲勝獎項獎金不同。 

三、 活動日期&地點：  

2017 年 5 月 27 日（日）11：00 至 17：20 於實踐大學(台北校區)體育館 5F 舉辦。 

四、 報名時間：  

2017 年 4 月 2 日至５月 23 日 23:59 pm 前(以主辦單位活動官網上線為準) 

五、 報名方式： 

於官網：http://box.paper.org.tw/ 之我要報名填寫線上報名表。 

魏、蜀、吳國度依網路抽籤 (不得自由挑選) 。主辦單位將有活動安排最終更動權利, 一切以大會通知作為依

據。暫定每一國度 15 隊。 

六、 準備資料： 

1. 報名表需填寫 6 名成員真實姓名，且成員不得重複，並檢附成員照片 1 張。 

2. 連絡電話與聯絡信箱將作為上傳照片時認證依據及通知活動訊息之聯絡方式，請同學確實填寫並再次確



認，以免認證失誤或錯失重要競賽相關消息。 

3. 為保護參賽者權益，請詳細閱讀「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肖像授權同意書」，

請列印此兩份資料簽名，並於活動報到時一併繳交。 

4. 參賽隊伍可自行設定專屬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需簽立「競賽指導同意書」並留下基本資料(目前任職學校、

任職科目、姓名、電話、e-mail)，參賽隊伍需於比賽當日報到時繳交。若獲得競賽專業組與一般組冠軍、

亞軍獎項隊伍，指導老師就能獲得伯樂相馬獎(共 4 名)，獎金及獎狀(詳見官網「參賽專區」>「獎項說

明」) 

5. 請於 5/24(四)前完成製作參賽用載具。 

6. 影片宣傳：需自行準備創意腳本。活動當天現場自行拍攝 60 秒內的創意宣傳影片，參與人氣獎競賽與

當天發稿使用。後續上傳至官方粉絲團後自行分享、拉票，並於 107 年 6 月 11 日 13:00PM 進行分數結

算。 

＊如報名資料與照片妨害善良風俗，主辦單位有權撤銷圖文並取消參賽者報名資格。 

陸、 競賽說明： 

本年度「紙箱戰紀」以6人組成1隊，闖關、接力完成關卡任務完成競賽，詳細內容參考下列及官網內參賽專區之比

賽辦法。 

一、 競賽規則：採初賽、決賽兩關。 

二、 初賽「紙戰黃巾」 

1. 每一位隊員皆需製作並穿戴 1 件紙製裝備 (包括頭盔、戰甲、護肩、護腕、護膝任何一項或多項整套) 

採接力闖關。每隊 3 人一組分 2 組, 第一組完成闖關後於交接點將戰馬/車載具給第二組,第二組再完成第

二關卡抵達終點完成競賽（完成終點任務為第二組任一隊員均可)。關卡：三國兵器譜、分化黃巾 

2. 行進中的組員必須都在戰馬/車載具之內，戰馬/車載具採手持不可高舉超過雙肩高度、雙腳著地方式前

進，不得使用腳力之外物品做為動力；雙腳不可借用其他工具如滑板、溜冰鞋、直排輪鞋前進。3 名組

員在符合寬度限制的載具內排列方式不拘。 

3. 賽道將設置障礙物。 

4. 各國【專業組】及【一般組】各取成績最佳(含加重秒數)之前 3 及 6 隊伍進入複賽 

三、 決賽「赤壁大戰」 

1. 每一位隊員皆需製作並穿戴 1 件紙製裝備 (包括頭盔、戰甲、護肩、護腕、護膝任何一項或多項整套) 

2. 採三個國家各一隊伍對戰。 

3. 可使用自製武備攻防(長、寬、高不得超過 200 公分), 提舉武備最底部位置不得高過腰部以上。 

4. 各自隊伍利用攻擊和防守將本國彩球丟入敵國城池, 最短時間內投入敵國球數最多者獲勝。 

*以上競賽規則為初步規範內容，詳情請以官網所公告之訊息為主。 

四、 戰備規範： 

1. 每一位隊員皆需製作並穿戴 1 件紙製裝備 (包括頭盔、戰甲、護肩、護腕、護膝任何一項或多項整套) 

2. 每一隊伍需製作 1 件紙製戰馬/車載具，紙製戰馬/車載具需可乘載 3 名隊員 (行動中隊員均需在載具之

內)，可搭配三國故事或是其他自創造型設計物件做為修飾, 組員頭部及眼部需要露出、有足夠視野。 

* 紙製戰馬/車載具前後長度不拘, 以方便完成起點、終點為原則。 

3. 紙製戰馬/車載具左右寬度不得超過 150 公分。 

4. 參賽隊伍為求裝備完整性及攻防使用, 可加製個別紙製武備，不強制製作，每項武備長、寬、高不得超

過200公分，不可有電動裝置 (可於複賽使用, 如未能晉級至複賽,可自行決定武備是否贈讓給其他隊伍)。 

5. 戰馬/車載具、戰服、和其他武備只能使用紙材, 不得使用非紙材物品, 包括不可使用紙類包裹其他硬式

物品，如木板、鐵條、塑膠容器。 

6. 戰馬/車載具、戰服、和其他武備僅可使用環保素材如牛皮紙膠帶進行貼合，不得使用釘書針、別針、鐵



絲等尖銳物品固定紙板。 

7. 請參考獎項說明評比標準。 

五、 裁判標準 

1. 學生身分、上場隊伍人數、著裝規範、載具/武備製作等不符規範不得上場參賽。 

2. 初賽、決賽進行中隊員身上紙製裝備掉落不扣分，但會列為設計評分參考。 

3. 初賽戰馬/車載具行進中掉落、摔倒不扣分，但解體即算失敗、無資格晉級決賽，也列入設計評分參考。 

4. 加重秒數項目:  

 * 初賽行進中碰撞掉賽道上的障礙物。 

 * 攻擊或蓄意干擾其他參賽隊伍 (包括載具有尖銳突出物總寬度超過限制) 。 

 * 分類錯誤。 

 * 載具和武備經裁判認定不合使用規範。 

柒、 獎項說明： 

裁判：負責判定速度及闖關過程是否完整執行。 

創意評審：負責評選參賽者作品之結構、創意發想、主題性、美感造型等各方面表現，將由主辦單位邀請產業、設

計相關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 

名稱 組別 評比標準 

三國霸主 

冠軍 

專業組*1 
60% 總決賽成績+8%主題契合度+16%創意造型+16%結構穩固 

分數加權後最高分隊伍。 

一般組*1 
60% 總決賽成績+12%主題契合度+16%創意造型+12%結構穩固 

分數加權後最高分隊伍。 

三國豪傑 

亞軍 

專業組*1 
60% 總決賽成績+8%主題契合度+16%創意造型+16%結構穩固 

分數加權後次高分隊伍。 

一般組*1 
60% 總決賽成績+12%主題契合度+16%創意造型+12%結構穩固 

分數加權後次高分隊伍。 

設計獎 

專業組*1 

邀請專業設計評審進行評定而得。 

主題契合度 20% 

創意造型 40% 

結構穩固 40% 

一般組*1 

邀請專業設計評審進行評定而得。 

主題契合度 30% 

創意造型 40% 

結構穩固 30% 

深得民心 

(人氣影片) 
不分組*1 由線上活動統計而得。 

伯樂相馬 不分組*4 
若獲得競賽專業組與一般組冠軍、亞軍獎項隊伍，指導老師就能獲得
伯樂相馬獎(共 4 名)，獎金及獎狀(詳見官網「參賽專區」>「獎項說
明」) 

 

捌、 獎項與金額： 

獎項名稱 組別 內容 

三國霸主 
冠軍 

專業組*1 獎金 60,000 元+獎盃 

一般組*1 獎金 30,000 元+獎盃 

三國豪傑 
亞軍 

專業組*1 獎金 30,000 元+獎盃 

一般組*1 獎金 15,000 元+獎盃 

設計獎 專業組*1 獎金 30,000 元+獎盃 



一般組*1 獎金 10,000 元+獎盃 

深得民心 
(人氣影片) 

不分組*1 獎金 10,000+獎狀 

伯樂相馬 不分組*4 獎金 5,000 元+獎狀 

1. 各獎項得獎隊伍需為當日參與初賽之隊伍。 

2. 得獎隊伍頒發獎盃及獎金；單一得獎者分得之獎金以及獎品在新臺幣 20,001 元（含）以上者，皆依中華

民國稅法規定扣繳相關稅務（外國國籍者扣 20%，中華民國國籍者扣 10%），得獎者憑身分證件並繳交

扣繳稅額後方可進行領款。 

3. 詳細獎金與獎項規範請依活動競賽官網公告為主。 

 

玖、 其他事項： 

1. 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與違反善良風俗之嫌，若經檢舉確認有抄襲之實或違背善良風俗者，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追回已頒發之獎金、獎盃等相關物品。 

2. 參賽作品衍生之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智財權）屬參賽者所有，主辦單位不擔保前述智財權可能產生爭

議之相關法律責任。參賽者參賽即同意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因推廣或行銷活動之目的，將作品照片

使用於相關行銷媒體，包括不限於網頁或平面刊物等，且參賽人不得對於上述之作品要求任何形式之報

償，並不受著作權法第四十一條（註 1）規定之。 

3.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佈於官方活動網站

或現場，恕不另行通知。 

4. 所有未詳盡之處，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與裁量權。 

5.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6. *（註 1）第四十一條：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另有約定外，推定

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 

 

壹拾、 聯絡方式 

電話：0800-727-999 (週一到周五 10:00-12:30; 14:00-18:00)  紙箱戰紀工作小組 

Email: boxpaper@unistyle.com.tw 紙箱戰紀工作小組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