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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 

比賽章程及規則 

 

一、 活動宗旨 

 

勤業眾信自 2012 年開始舉辦【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主要係為促進稅務課程發展，增加學生研

習稅務的興趣，讓學生藉由參賽了解商業市場實況，並提高學生分析、判斷、解決稅務問題能力、製

作書面報告及口頭簡報表達能力以及團隊分工合作的能力，以強化學生稅務知識並培養優秀稅務專業

人才。希望學生藉由參與競賽獲得寶貴的經驗，提升對稅務專業領域的興趣。在邁入第十屆的轉捩

點，2021 年將進行部分賽事變革，使活動更具挑戰性並鼓勵學生積極養成創新能力、具備國際視

野、思辨反應敏捷且能多元融合。 

 

主辦單位：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北市勤業眾信教育基金會 

 

二、 比賽規則 – 總則 

 

1. 本競賽採邀請制。由主辦單位邀請各大專院校會計、財政、財稅、會計資訊等系所提名一支由四

名大學部或碩士班在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組隊參賽，並由一名教職員擔任帶隊老師。為了鼓勵

跨系所優秀學生參賽，四位參賽學生中至多可以有兩位是同校其他系所之在校生參賽。唯曾經參

加過本所以前年度稅務達人挑戰賽之學生恕不得再次參賽。每系至多可報名一支隊伍、每校至多

可報名兩支隊伍，依據報名先後順序及資料完整性，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權。晉級決賽之隊

伍，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更換隊員或少於四人參加決賽。如有特殊狀況，主辦單位保有最終

裁量權。 

2. 參賽隊員須攜帶本人有效學生證、身分證進入賽場並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3. 只有參賽隊員可進入指定的比賽會場。參賽隊員在比賽期間除不得擅自離開會場外，亦不得以任

何方式聯絡會場外的任何人。 

4. 任何隊伍違反本規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5.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比賽規則的權利，如規則修改，將適用於所有參賽隊伍。對於各項規則及裁定

主辦單位享有最終解釋權及裁量權。 

6. 本屆比賽最多受理十八支隊伍參賽，比賽分為「個案分析」初賽及「個案分析」決賽。初賽成績

最高之前五支隊伍得晉級參加決賽。參加決賽之五支隊伍再選出冠軍、亞軍、季軍及達人獎(第

四~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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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分方式 ： 

7.1 個案分析初賽：以簡報表達內容、口語論述技巧、臨場思辨反應能力、臨場中英文應答、

團隊合作表現等綜合評分，滿分100分。成績最高之前五支隊伍得晉級參加決賽。 

7.2 個案分析決賽：以中英文簡報表達內容、中英文口語論述技巧、臨場思辨反應能力、臨場

中英文應答、團隊合作表現等綜合評分，滿分100分。 

8. 獎項及獎金： 

冠軍：全隊新台幣80,000元獎學金、校系獲頒冠軍獎座一座、每位學生獲頒冠軍證書； 

亞軍：全隊新台幣60,000元獎學金、校系獲頒亞軍獎座一座、每位學生獲頒亞軍證書； 

季軍：全隊新台幣30,000元獎學金、校系獲頒季軍獎座一座、每位學生獲頒季軍證書； 

達人獎(第四至五名)：各隊獲頒新台幣10,000元獎學金、校系獲頒達人獎獎座一座、每位學生

獲頒達人獎證書。 

 

帶隊老師致贈感謝狀及紀念品，全體參賽學生者均頒發參賽證書，並得申請比賽日老師交通費補

助以及新北市以外參賽同學公共運輸交通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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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規則 -「個案分析」初賽  

 

1. 初賽預計於 7 月 2 日舉辦。上午為個案分析編製簡報環節。在 2.5 個小時的比賽進行期間，

各參賽隊伍只能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柏強網」進行資料搜尋，不得查閱任何自備的資料或瀏

覽其他網頁，參賽隊員必須關閉手機及所有電子通訊工具亦不得擅自離開會場或以任何方式聯

絡會場外的任何人。除了主辦單位安排之專業人員進行活動攝影、錄影外，所有參賽人員及工

作人員均不得拍照、錄音或錄影。 

2. 主辦單位將提供各參賽隊伍個案分析試題電子檔，請留意，比賽期間如有臨時修改題目之處，

將統一由主辦單位公布並適用於全體參賽隊伍。 

3. 參賽隊伍需在限定時間內，於指定的座位討論個案並編製一份 PowerPoint(PPT)格式的簡

報。主辦單位將爲每支參賽隊伍準備四台筆記型電腦、兩個 USB、兩台計算機、文具、紙

張。 

4. 每台筆記型電腦桌面均預存加密的個案題目及 PPT Template。參賽隊伍須於規定時間內，

提交一個不超過 20 頁(封面頁不計入) PPT 格式的簡報電子檔，俾供下午口頭簡報使用。PPT

封面請標示各隊代號，封面及內文均不得出現學校名稱、參賽者姓名等文字或記號。 

5. PPT 編製作以中文為主，格式及呈現方式不限，檔案名稱請儲存為[組別各隊代號.pptx]，例

如：甲組 D 隊.pptx。各隊於初賽日下午進行的「個案分析口頭簡報」僅可使用該檔案進行彙

報演示。 

6. 上午比賽會場將由主辦單位工作人員擔任各隊大使進行現場監督。工作人員將於比賽結束前

30 分鐘、5 分鐘提醒參賽隊員比賽時限。 

7. 各參賽隊伍須在上午比賽結束前將編製好的 PPT 檔案儲存於兩個 USB，工作人員將於比賽結

束時收取。請留意，每個 USB 內僅應儲存一個 PPT 檔案，切勿儲存其他草稿檔案以免造成混

淆，延遲遞交 USB 將視同棄賽。 

8. 上午比賽結束時，除了當場抽出的下午第一支簡報隊伍外，其餘隊伍均需蓋上筆電，工作人員

將控管各隊計算紙、USB 及筆電。 

9. 初賽日下午為個案分析口頭簡報環節，全體參賽隊伍分為甲、乙兩組進行。下午口頭簡報比賽

進行期間主辦單位不提供「柏強網」、網路及任何參考資料供參賽者進行資料查詢。 

10. 口頭簡報順序：除第一支簡報隊伍於上午比賽結束時抽籤決定外，其餘隊伍簡報順序將在每場

簡報開始前 30 分鐘，抽出下一支簡報隊伍。除第一支簡報隊伍得於其簡報場次開始前 50 分

鐘領回該隊上午編製的簡報 USB、筆電進行演練外；其餘隊伍均依抽籤結果於各簡報場次開

始前 30 分鐘領回該隊上午編製的簡報 USB、筆電進行演練。為避免修改簡報內容，主辦單

位會將簡報 PPT 轉存為 PDF 格式後才發回 USB 供各隊使用。 

11. 口頭簡報陳述內容應以各隊上午製作的個案分析簡報內容為基礎，以國語為主要語言。主辦單

位將提供簡報投影設備、麥克風、投影筆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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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口頭簡報比賽將全程錄影。所有參賽人員不得穿戴任何能顯示其所屬校系的服飾或於口頭簡報

中明示\暗示其所代表的校系。 

13. 每支隊伍有 20 分鐘口頭簡報時間，時間分配如下： 

 前 13 分鐘：團隊簡報。以國語為主要語言，每位隊員均需負責一部分簡報，簡報情境為

對客戶提案簡報，工作人員將於時間結束前 3 分鐘、1 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到響鈴提

醒，請結束報告。 

 後 7 分鐘：評審提問，將包含至少一個英語提問，參賽同學應以英語回答。工作人員將

於時間結束前 3、1 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到響鈴提醒，請結束報告。 

14. 初賽成績將以簡報表達內容、口語論述技巧、臨場思辨反應能力、臨場中英文應答、團隊合作

表現等綜合評分，滿分 100 分。 

15. 比賽結束後，甲、乙組評審團交換觀看另一組成績最高的前五支隊伍之口頭簡報錄影檔後，由

全體評審團開會討論後評選出前五名晉級決賽隊伍。 

16. 比賽結束後禁止將計算紙、USB 等題目相關筆記攜出會場。 

17. 初賽日晚間八點以前將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初賽成績最優的前五支隊伍的帶隊老師及隊長參

加 7 月 10 日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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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賽規則 - 「個案分析」決賽 

 

1. 決賽預計於 7 月 10 日舉辦。上午為個案分析編製簡報環節。在 3 個小時的比賽進行期間，

各參賽隊伍只能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柏強網」進行資料搜尋，不得查閱任何自備的資料或瀏

覽其他網頁，參賽隊員必須關閉手機及所有電子通訊工具亦不得擅自離開會場或以任何方式聯

絡會場外的任何人。除了主辦單位安排之專業人員進行活動攝影、錄影外，所有參賽人員及工

作人員均不得拍照、錄音或錄影。 

2. 主辦單位將提供各參賽隊伍個案分析試題電子檔，請留意，比賽期間如有臨時修改題目之處，

將統一由主辦單位公布並適用於全體參賽隊伍。 

3. 參賽隊伍需在限定時間內，於指定的會議室討論個案並編製一份 PowerPoint(PPT)格式的簡

報。主辦單位將爲每支參賽隊伍準備四台筆記型電腦、兩個 USB、兩台計算機、文具、紙

張、白板、白板筆、投影設備。 

4. 每台筆記型電腦桌面均預存加密的個案題目及 PPT Template。參賽隊伍須於規定時間內，

提交一個不超過 25 頁(封面頁不計入) PPT 格式的簡報電子檔，俾供下午口頭簡報使用。PPT

封面請標示各隊代號，封面及內文均不得出現學校名稱、參賽者姓名等文字或記號。 

5. 決賽個案將包含至少一個英文題目，參賽隊伍須以英文編製該部份簡報內容；其餘 PPT 編製

則以中文為主，格式及呈現方式不限，檔案名稱請儲存為[各隊代號.pptx]，例如：D

隊.pptx。各隊於決賽日下午進行的「個案分析口頭簡報」僅可使用該檔案進行彙報演示。 

6. 上午比賽會場將由主辦單位工作人員擔任各隊大使進行現場監督。工作人員將於比賽結束前

30 分鐘、5 分鐘提醒參賽隊員比賽時限。 

7. 各參賽隊伍須在上午比賽結束前將編製好的 PPT 檔案儲存於兩個 USB，工作人員將於比賽結

束時收取。請留意，每個 USB 內僅應儲存一個 PPT 檔案，切勿儲存其他草稿檔案以免造成混

淆，延遲遞交 USB 將視同棄賽。 

8. 上午比賽結束時，除了當場抽出的下午第一支簡報隊伍外，其餘隊伍均需蓋上筆電，工作人員

將控管各隊計算紙、USB 及筆電。 

9. 決賽日下午為個案分析口頭簡報環節。下午口頭簡報比賽進行期間主辦單位不提供「柏強

網」、網路及任何參考資料供參賽者進行資料查詢。 

10. 口頭簡報順序：除第一支簡報隊伍於上午比賽結束時抽籤決定外，其餘隊伍簡報順序將在每場

簡報開始前 30 分鐘，抽出下一支簡報隊伍。除第一支簡報隊伍得於其簡報場次開始前 50 分

鐘領回該隊上午編製的簡報 USB、筆電，使用各會議室的投影機進行演練外；其餘隊伍均依

抽籤結果於各簡報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領回該隊上午編製的簡報 USB、筆電，使用各會議室

的投影機進行演練。為避免修改簡報內容，主辦單位會將簡報 PPT 轉存為 PDF 格式後才發回

USB 供各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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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口頭簡報陳述內容應以各隊上午編製的個案分析簡報內容為基礎，除了英文題目應以英語進行

口頭簡報外，以國語為主要語言。主辦單位將提供簡報投影設備、投影筆、白板、白板筆等簡

報設備。 

12. 口頭簡報比賽將全程錄影並以視訊連線方式供帶隊老師、未晉級隊同學於指定的地點觀賽(須

預先登記)。帶隊老師、未晉級隊同學於比賽進行期間不得與晉級隊參賽學生進行與競賽內容

有關之指導或討論。所有參賽人員不得穿戴任何能顯示其所屬校系的服飾或於口頭簡報中明示

\暗示其所代表的校系。 

13. 每支隊伍有 25 分鐘口頭簡報時間，時間分配如下： 

 前 15 分鐘：團隊簡報。除了英文題目應以英語進行口頭簡報外，以國語為主要語言。每

位隊員均需負責一部分簡報，簡報情境為對客戶提案簡報，工作人員將於時間結束前 3

分鐘、1 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到響鈴提醒，請結束報告。 

 後 10 分鐘：評審提問，包含至少一個英語提問，參賽同學應以英語回答。工作人員將於

時間結束前 3、1 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到響鈴提醒，請停止報告。 

14. 決賽成績將以中英文簡報表達內容、中英文口語論述技巧、臨場思辨反應能力、臨場中英文應

答、團隊合作表現等綜合評分，滿分 100 分。 

15. 比賽結束後禁止將計算紙、USB 等題目相關筆記攜出會場。 

16. 決賽日當晚將舉辦頒獎晚宴，邀請全體參賽校系主任、帶隊老師及晉級決賽隊伍學生出席。 

 

- 勤業眾信保留後續修訂比賽章程及規則權利 -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籌備小組聯絡方式： 

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2 樓 (02) 2725-9988 

稅務部郭怡秀副理，分機 3748，mailto:evekuo@deloitte.com.tw 

稅務部朱淑妝經理，分機 3967，mailto:bchu@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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