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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商業創新創意專題競賽 

徵件公告 

為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應用所學塑造創新商品或服務，透過競賽形式鼓勵大專生(含研究生)與

高中職攜手合作，學以致用，發揮創意建構新的商業模式。徵求全國高中職以上同學積極參與，以

所學理論為基礎，應用知識於實際市場，培養創業創新意識與敏感度。崑山科大基於提升師生創新

創意活力，期待藉由競賽活動過程，鼓勵學生團隊合作，積極思考社會應用層面與實際產業所需並

能具體提出計畫，創造社會需求。 

 

一、目的： 

1.提昇學生對所學知識的認知 

2.增進學生的分析思考與邏輯整合能力 

3.發揮學生實事求是與團隊合作之精神 

 

二、辦理單位與組織 

主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 

(一)大會主席：商業管理學院/林清泉院長 

(二)籌備小組： 

召集人：財務金融系/陳哲斐老師 

06-2727175#297#27 

(三)連絡人： 

商業管理學院/林妤芳助理(06-2727175#280; ksu280.15@gmail.com) 

(四)競賽資訊網址： 

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首頁：http://www.ksu.edu.tw/cht/unit/D/T/MA/ 

 

三、競賽重要時程： 

 

活動事項 日期 

報名 即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三)中午 12:00 止 

繳件 作品繳件：2016 年 10 月 26 日(一)中午 12:00 止  

第一階段入圍名單公布 2016 年 11 月 09 日(三) 

第二階段決賽暨頒獎典禮 決賽：2016 年 11 月 16 日(三) 

 

http://mailtch.ksu.edu.tw/cgi-bi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page=1&sort=date&folder=%2A%2A%AB%DD%B3B%B2z%2A%2A&sessionid=yufang*-session-0.483379940492252&composetype=sendto&to=ksu280.15%40gmail.com&compose_caller=abook
http://www.ksu.edu.tw/cht/unit/D/T/MA/


 2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三)/圖書館 10F 國際宴會廳 

時間 決賽議程 

08:20–08:30 來賓報到、領取資料 

08:30–08:50 

開幕典禮 

主持人: 

來賓致詞: 

09:00-10:00 4 組簡報(每組報告 7 分鐘、評審提問 5 分鐘) 

10:00-10:15 中場休息 

10:20-11:20 4 組簡報(每組報告 7 分鐘、評審提問 5 分鐘) 

11:30–12:00 宣布得獎隊伍及頒獎典禮 

 

以上時程如因特殊或緊急事由需做調整時，大會將另行在官方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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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賽方式 

(一) 主旨 

參賽隊伍應以環保綠能、智慧生活、文化創意、社會企業或其他產業創新為主題，選擇商品或

服務為標的，建構創新商業模式進行競賽。 

(二) 參賽隊伍組成 

參賽隊伍由大專生(含研究生)與高中職生共同組成，以 3-7 人為限，指導老師 1-2 人。 

(三) 參賽形式與評分標準 

競賽採初複賽兩階段進行，初賽以創新規劃書提交進行書審，複賽則以簡報面試方式進行。 

創新規畫書內容應包含團隊介紹與分工合作內容、創新緣由、商業模式、資源整合程度等內容，

以文字及/或影像方式呈現其作品主題/內容繳件參加競賽。 

初賽評分標準(評審團保留調整權利) 

評分項目 權重 

作品呈現完整度 20% 

商業創新程度 30% 

商業模式實現可能性 20% 

預期效益 30% 

 

複賽評分標準(評審團保留調整權利) 

評分項目 權重 

簡報呈現與團隊合作精神 20% 

商業創新程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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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實現可能性 20% 

預期效益 30% 

注意事項: 

1.主辦單位保留賽事進行方式、獎金等調整權利。 

2.參賽作品須為未曾獲得教育部補助辦理之任何競賽活動獎勵。 

3.參賽作品內容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有違反公序良俗之虞 

違反上述注意事項，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其參賽資格，獲獎隊伍已領取之獎金及獎狀應立即繳

回主辦單位。 

 

(四) 獎項分配 

冠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團體獎狀一禎 

亞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8,000 元、團體獎狀一禎 

季軍 1 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團體獎狀一禎 

優勝 5 名:各 2000 元、團體獎狀一禎 

佳作數名:團體獎狀一禎 

獲獎隊伍指導老師同時頒發指導績優獎。 

 

五、參與方式： 

(一) 組隊 

對創新創意商品或服務有興趣的高中職以上在校生，均具參賽資格。參賽隊伍應由大專

生(含研究生)與高中職生共同組成，指導老師 1-2 名，每隊以 3~7 名成員員額為限並選隊長一

人協調隊伍各項事宜及對外代表該隊發言。每人僅能參加一隊，報名後不可因各種理由，調整

或更換成員。 

自命隊名，命名時請勿明示或可推知校系科來歷用字。隊名後請加校系科名稱，例如：

XX 隊(AA 校 YY 院 ZZ 系 KK 科)，隊名請勿超過 8 字。 

(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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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方式：請於活動網站之『下載專區』下載報名表，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以附加檔案

之方式傳送電子郵件至 ksu280.15@gmail.com，以「報名 2016 創新創意專題競賽：(您

的隊名)」為標題，以主辦單位所發報名確認回覆函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報名費用 

毋須繳交任何費用。 

 

六、評審方式說明： 

(一)作品規格及繳交 

1.作品繳交 

請各隊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三)中午 12:00 以前，以主旨為【作品-XX 隊(校系科名)】

之 E-mail，例如【個案初賽作品-企管隊(崑科大企管系)】，寄至 ksufbd.296@gmail.com，

並附加初賽作品檔。未於規定時間內將檔案寄發之隊伍則取消比賽資格，本單位將於 10 月 28

日(五)17:00 之前寄發確認信函給各隊隊長，若未收到請立即致電大會 06-272-7175#280，

以維護貴隊伍權益。 

 

2.比賽注意事項 

(1)請各隊隊長確認信箱運作是否無誤及手機務必保持暢通，以便寄送及聯絡相關事項。 

(2)參賽者必須尊重評審結果，且不得有異議。 

(3)各隊伍作品一經來函參賽，主辦單位得將作品公開展示、刊登、轉載權利，各隊不得有異

議。 

(4)作品內容請勿出現與參賽選手本身院系籍相關之字眼，以維持本次比賽的公平性。若作品

中出現校名或參賽者姓名等用句，主辦單位保留刪除之權利。 

(5)選手可自行參考相關資料，並附上該資料出處，惟嚴禁抄襲、盜用他人研究等或侵害他人

權利情事發生，若經發現立即取消參賽資格，並不另行通知。 

(6)比賽期間如有任何交件上的問題，請立即致電大會，我們將儘快為您服務。 

3.參賽作品檔案繳交格式 

(1)作品內容以 WORD2003 年以後版本進行排版，多媒體影像得選擇以 AVI、MPEG、WMV

之一電子檔案繳交。 

(2)為使參賽者能充分發揮，作品將不限定字數或時間、字數多寡或時間長短不列入評分標準。 

 

4.競賽結果公佈 

(1) 主辦單為邀集評審進行評選，將於 2016 年 11 月 09 日(三)公布進入決賽隊伍 

(2)若決賽隊伍無法參與決賽及頒獎，主辦單位保留調整名次權利。 

 

(二)評審資格說明 

http://club.ntpu.edu.tw/business/casestudy/dl.htm
mailto: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以附加檔案之方式傳送電子郵件至ksufbd.296@gmail.com，以「報名2016
mailto: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以附加檔案之方式傳送電子郵件至ksufbd.296@gmail.com，以「報名2016
mailto: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以附加檔案之方式傳送電子郵件至ksufbd.296@gmail.com，以「報名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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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賽由校內外對創新創意學有專精的專家及企業人士擔任評審。 

 

七、其他重要事項說明 

1.比賽進行後若有任何申訴，請於競賽結束前向主辦單位提出。 

2.各隊(至少 3 名選手)應於頒獎典禮時準時進入頒獎場地。 

3.大會保留賽制變更之權利，如有變動或其他臨時事項，依大會網站或現場公佈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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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商業創新創意專題競賽報名表 

1.比賽隊員：每隊 3~7 名(大專生與高中職在校生共同組成)。 

2.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三)中午 12:00 止 

3.連絡人：商業管理學院/林妤芳助理(06)2727175#280。 

4.報名手續：請將本報名表 E-mail 至 ksu280.15@gmail.com ，以各隊收到確認回函為準。 

5.注意事項：參賽隊伍如獲選，應承諾能準時到達複賽及頒獎會場，否則以棄權論。 

隊名: 預定作品名稱: 

參賽學校系科: 

 

指導老師(校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指導老師(校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1.學生姓名(隊長)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2.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3.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mailto:請將本報名表E-mail至ksufbd.29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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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4.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5.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6.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7.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信箱  

目前就讀學校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