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國大專院校 

創新 x 創業 x 創客構想書競賽 
一、 活動目的： 

創新 x 創業 x 創客競賽是以全國大專校院師生為主之創新、創業競賽暨觀

摩交流會，整合產學合作、育成資源，引領師生創業氛圍，鼓勵全台師生

參與全國或國際創新創業活動。 

 

二、參賽資格： 

(一) 參賽對象為全國在學學生（含碩博生），鼓勵跨科系組隊參賽。 

(二) 參賽隊伍人數 2 至 8 人，未達 2 人即喪失參賽資格。 

(三) 參賽隊伍須推舉隊長 1 名，以利與團隊聯繫。 

(四) 鼓勵已獲發明獎、創新獎或參與其他競賽活動獲得名次者之相關團隊報名，

但均需事先揭露，以供評審參考。 

(五) 參賽作品須為參賽隊伍自行創作，不得抄襲或節錄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

之概念、創意及作品。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利糾紛，應由參賽隊伍

自行負責。 

 

三、比賽方式： 

(一) 報名流程 

 

(二) 申請方式 

1. 請於報名前仔細閱覽本競賽辦法，且遵守所有規定及提供所需之個人資

料。 

2. 本競賽一律網路報名，線上報名網址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detailact.php?cid=31 

3.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19 年 11 月 20 日下午 17 時止。 

4. 請下載填妥相關資料並上傳，方算完成報名。 

5. 相關資料上傳成功後，會收到報名成功之 mail。 

6. 申請團隊應於時間截止前備妥相關文件，逾時或申請資格不符規定者，

均不予受理。 

7. 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中不得臨時更換指導老師及組員。 

下載表單填寫
相關資料

11/20
下午17時
報名、構想書
上傳截止

11/28
下午17時前
公布決賽入圍

名單

12/13
決賽



8. 競賽報名系統請務必將組別資料填寫正確，此資料將為往後製作獎狀及

相關證明文件，若未填寫正確造成獎狀或相關證明文件印製錯誤，主辦

單位將不另外補發。 
(三) 應備文件 

1. 即日起至 2019 年 11 月 20 日 17 時 

(1) 至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mdetailnews.php?id=41 下載

相關公告表單，詳實填妥下述資料，並於 2019 年 11 月 20 日 17

時前上傳下述文件(請依照下載文件之檔名上傳回報名平台)。 

(2) 參賽切結書：參賽者全體皆需簽名。 

(3) 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4)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應屆畢業生請附畢業證書影本。 

(5) 構想書 

A. 內容：A4 紙、不超過 20 頁為限(含封面、目錄及附件)。 

B. 封面頁：請包含題目、團隊名稱（隊名不可寫校名）、隊員名單 

C. 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本文 12 級

字；邊界標準(上下 2.54cm 左右 3.18cm)、單行間距。 

D. 請轉檔成 pdf 檔案格式上傳，以免格式亂調。 

(6) 參賽證明申請書：有需要參賽證明的隊伍填寫，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參賽證明以「隊」為單位，一隊一張，非一人一張。 

2. 2019 年 12 月 13 日 

A. 簡報檔：決賽當天自行攜帶至會場存入主辦單位準備之筆電。 

(四) 競賽方式 

1. 簡報順序依報名先後進行排序。 

2. 口頭簡報，簡報人數不拘，惟指導教師、教授不得上台。 

(1) 簡報時間 6 分鐘，評審提問 6 分鐘，隊伍回答 2 分鐘，採統問統答。 

(2) 現場備有筆電一臺、無線麥克風 1 隻、有線麥克風 2 隻、長條桌 1 張，若有

其他需求，請 mail 至 frida@ncut.edu.tw ，並來電確認主辦單位有收到信

件(04)23924505#2471 陳小姐。 

(3) 未出席者，視為棄權。 

(4) 活動當日衍生之停車費需由各參賽隊伍自行繳納。 

(5) 若因報名資料填寫錯誤所造成之獎狀印製錯誤，主辦單位將不另補發，請參

賽小組在繳交報名相關資料之前，再次確認資料之正確性。 

(6) 得獎獎狀預計於競賽結束公布後，一個月內以掛號信件郵寄至報名系統所填

寫之地址，並以隊長為收件人。 

(7) 每一項主題所參賽作品，若經查未達評審標準時得以從缺。也會隨之參賽狀

況調整狀況。 

 

 



四、 審查流程： 

(一) 評選： 

1. 評選方式：共分為二階段-初審及決賽 

(1) 初審：由參賽隊伍繳交之創業計畫書經書面審查，選出至多 15 組晉級決賽。 

(2) 決賽：晉級決賽隊伍於現場繳交簡報資料，並向評審團進行簡報及詢答，最

後由評審團召開決賽會議決定前三名及 12 名特優。 

2. 評審成員：評審 3 名。由具專業素養和代表性之業界專家擔任審查委員，分

別就評審項目進行個別評分。 

 

五、初審評選標準： 

審查項目 比重 審查內涵 審查重點 

產品創新 20％ 

面對激烈的市場競爭，產品本身的創

新求變及特色的價值效益，將能為產

品帶來新商機，並為影響產品市場競

爭之要素。 

◆ 創新理念 

◆ 獨特性 

◆ 新創價值 

市場機會 20％ 

產品本身之創新特色雖然重要，但其

創新特色也需要符合市場之需求，才

能確實提高產品的市場佔有率。 

◆ 市場價值 

◆ 市場潛力 

◆ 市場分析 

◆ 行銷策略 

技術利基 30％ 
產業價值鏈上開發出獨特且不易被模

仿或取代的技術。 

◆ 智財保護 

◆ know-how 

◆ 認證 

構想書完整性 30% 計畫內容是否具有整體性 ◆ 內容完整度 

  



六、決賽評選標準： 

審查項目 比重 審查內涵 審查重點 

產品創新 20％ 

面對激烈的市場競爭，產品本身的創

新求變及特色的價值效益，將能為產

品帶來新商機，並為影響產品市場競

爭之要素。 

◆ 創新理念 

◆ 獨特性 

◆ 新創價值 

市場機會 20％ 

產品本身之創新特色雖然重要，但其

創新特色也需要符合市場之需求，才

能確實提高產品的市場佔有率。 

◆ 市場價值 

◆ 市場潛力 

◆ 市場分析 

◆ 行銷策略 

技術利基 30％ 
產業價值鏈上開發出獨特且不易被模

仿或取代的技術。 

◆ 智財保護 

◆ know-how 

◆ 認證 

團隊表校／ 

簡報技巧  
30％ 簡報能力與評審提問問題之解決能力

◆ 簡報內容完整 

◆ 簡報內容 

◆ 應答能力 

 

七、 獎項：  

(一) 禮券或等值禮品： 

第一名：1 名，1 萬 5 仟元禮券及獎狀乙紙。 

第二名：1 名，1 萬元禮券及獎狀乙紙。 

第三名：1 名，各 7 仟元禮券及獎狀乙紙。 

特  優：12 名，各 3 仟元禮券及獎狀乙紙。 

(二) 獎項之評定及頒發由評審團會議決議之，必要時得以「從缺」辦理。 

(三) 未依規定全程參與者，視同放棄競賽及獲獎資格。 

 

八、 競賽時程： 

競賽階段 時程 重要事項 

創業競賽說明會 
9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
時程請見第三點：競賽說明會 

報名資料及構想書 

上傳截止 

11 月 20 日

17 時 

1、報名資料下截後，填寫簽名後回

傳至報名系統(無需繳交紙本) 

2、構想書電子檔案於期限內上傳至

主辦單位(無需繳交紙本)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de

tailact.php?cid=31 

創業競賽初審 
11 月 22 日

至 27 日 
評審團審查 



創業競賽入圍決賽通知 11 月 28 日

Email 通知並公告在最新消息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mnews.

php 

決賽暨頒獎典禮 12 月 13 日

1. 現場簡報與詢答 

2. 簡報檔案，請決賽當天自行攜帶

至會場 

3. 地點：國立勤益科技大學-青永館

6 樓采風堂、靜軒 

4. 請告知警衛是來參加競賽，停車

費汽車每次 50 元、機車每次 20

元 

 

九、聯絡窗口： 

聯絡人：陳小姐 

電話：(04)2392-4505 轉 2471 

Email：frida@nc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