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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獎：第三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 
Yunus Prize: 3rd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活動簡章 
 

壹、 活動緣起與目的 

行政院為營造有利於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成長與發展的生態環境，

於「103-105 年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結束後，另規劃「107-111 年社會創新

行動方案」，由勞動部負責「推動社會創新創造就業機會」及「規劃社會

創新人才培訓」等策略，以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SDGs)，展現社會創新典範。

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博士所創立的

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長期在孟加拉推動微型信貸舒緩窮困問題，

並促進全球社會創新與創業發展，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即為

尤努斯博士於華人地區第一所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的社會企業中心，以積

極推展社會企業的育成及交流。 

尤努斯博士曾於 2016 年來台擔任第一屆尤努斯獎的評審團主席及決賽

主審，為參賽隊伍提供寶貴的建議與鼓勵。據統計，本競賽前兩屆吸引超

過百餘隊伍、約四百多位選手報名參加，並有超過半數的團隊組成是跨校、

跨領域甚至是跨國的組合，所關注領域相當多元。為持續鼓勵青年關注勞

動力發展相關問題，提出具社會創新之策略，盼藉本競賽使青年更加了解

自我職能，並透過人才培訓課程，提升自我職能，以達社會價值，解決促

進在地就業、勞動力發展等社會議題為目標。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勞動部。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國立中央大學。 

三、 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

會企業中心。 

 

參、 參賽資格 

一、 隊長應為西元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青年。 

二、 每隊以團隊方式報名參加，成員 3 至 6 名，並以青年優先參加，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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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籍不得低於 2 分之 1；每人僅限參與 1 隊。 

三、 曾晉級第一屆或第二屆尤努斯獎準決賽之團隊，不得重複提出同一提

案參賽。 

四、 參賽團隊之創業提案需仍未依法登記為公司。 

 

肆、 獎勵辦法 

一、初賽 

        書面審查選出至多 20 隊晉級準決賽；晉級團隊獲獎狀 1 紙。 

二、準決賽 

        由評審選出至多 10 隊晉級決賽、國際社企交流獎 1 隊，獎勵如下： 

(一) 晉級決賽：10 隊，每人獎狀 1 紙。 

(二) 【特別獎】國際社企交流獎：1 隊，獎金 10 萬元補助本國籍隊員

參加 2018 年 10 月於日本舉辦的 Yunus & Youth Social Business 

Contest Asia-Pacific，進行社企競賽提案交流。 

三、決賽 

        由評審選出前 3 名、佳作 2 隊、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獎 2 隊；     

        各名次獎勵如下： 

(一) 冠軍：1 隊，每隊獎金 15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 

(二) 亞軍：1 隊，每隊獎金 8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 

(三) 季軍：1 隊，每隊獎金 5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 

(四) 佳作：2 隊，每隊獎金 2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 

(五) 【特別獎】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獎：2 隊，每隊獎金 6 萬

元、提供本國籍隊員孟加拉社企實習(價值 6 萬元)1 名、獎狀 1 紙。 

※上述所有得獎者，獎金需依法定稅率代扣繳所得稅。 

 

伍、 重要日期 

一、 107年 6月 19日(二)：競賽報名收件開始日、社會創業家課程報名開  

   始日。 

二、 107年 6月至 8月：競賽說明會 

1. 6月 11日(一)14:0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科院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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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月 14日(四)13:20，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管理一館 M208教室。 

3. 6月 21日(四)18:3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新生教學大樓 304教

室。 

4. 6月 25日(一)14:10，台中：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120教室。 

5. 7月 17日(二)12:00，台北：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76號 7

樓 702會議室(台北捷運善導寺站 3號出口旁)。 

6. 8月 14日(二)18:30，桃園：青創指揮部多功能交流區(桃園市中

壢區環北路 390號 3樓)。 

※除上述說明會外，將視狀況新增其他說明會場次，請參考活動官網。 

三、 107年 7月 13日(五)：社會創業家課程報名截止日。 

四、 107年 7月 17日(二)至 8月 23日(四)：社會創業家課程。 

五、 107年 9月 09日(日)：競賽報名收件截止日。 

六、 107年 9月 19日(三)：公布入圍準決賽名單。 

七、 107年 9月 28日(五)：準決賽。 

八、 107年 9月 29日(六)：社會創業國際青年營隊。 

九、 107年 10月下旬：決賽。 

十、 107年 11月至 12月：決賽獲勝隊伍創業輔導。 

 

陸、 參加方式與繳交文件 

一、 報名參賽 

符合參賽資格者，以團隊為單位繳交創業計畫書及相關資料，未參

加社會創業家課程者，亦可直接報名競賽。報名參賽團隊應繳文件

如下(格式電子檔可至活動官方網站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register-

documents/下載)： 

1. 報名表 Word 檔及 PDF 檔各 1 份(附件 2)。 

2. 創業計畫書摘要表 Word 檔及 PDF 檔各 1 份(附件 3)，以一頁為限。 

3. 創業計畫書 Word 檔及 PDF 檔各 1 份(附件 4)，相關說明如下 

- 創業計畫書請以 A4 規格紙張直式排版，內文字體 12 pt、字

型標楷體、橫書（由左至右），並編頁碼。 

- 參考文獻與圖片請備註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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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自由附上其他能呈現計畫成效之附件。 

二、 晉級方式及特別獎參加方式 

(一) 晉級準決賽 

由書面審查評審選拔至多 20 隊晉級準決賽，晉級準決賽團隊應

繳文件如下： 

1. 簡報：PPT 檔，格式與繳交日期另行通知。 

2. 海報：紙本與電子檔各一份，格式與繳交日期另行通知。 

 【特別獎】國際社企交流獎參賽方式：有意角逐國際社企

交流獎之參賽隊伍需於報名時勾選參賽意願，如晉級準決

賽即擁有參與本獎項之資格，繳交之文件皆須為英語，並

須於準決賽使用英語發表及問答。獲晉級決賽資格之隊伍

可同時為本特別獎之獲獎隊伍。 

(二) 晉級決賽 

由準決賽評審選出至多 10 隊晉級決賽及 5 隊參加決賽特別獎之

隊伍，晉級決賽隊伍須參加社會創業國際青年營隊(決賽計分項

目之一)，參賽隊伍應繳文件如下： 

1. 創業計畫書：Word 檔及 PDF 檔各 1 份，格式另行公布。 

2. 英文簡報：PPT 檔，格式與繳交日期另行通知。 

3. 海報：紙本與電子檔各一份，格式與繳交日期另行通知。 

 【特別獎】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獎參賽方式：晉級

決賽團隊於準決賽評分之「滿足社會型企業 7 原則」項目

依分數高低至多錄取 7 隊，即擁有角逐尤努斯基金會社企

特別獎之資格，參賽隊伍決賽當日須在第二競賽場地進行

本獎之簡報發表與問答，本獎參賽隊伍另包含贊助單位之

種子隊伍(至多 3 隊)一同角逐本獎。決賽獲獎隊伍可同時為

本特別獎之獲獎隊伍。 

 

 

柒、 社會創業家課程 

為更有效協助青年運用所學技能、發揮創新精神，並加強團隊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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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競賽於徵件截止前開授 10 堂社會創業家課程，邀請業界經驗豐富的講

師及社會創業家在 7 至 8 月期間帶來充實的免費加值課程。實際出席課程

分別滿 5 堂及 10 堂將頒發證書，並可依個人實際出席次數做為後續團體參

賽的書面審查評分項目之一，詳細活動內容如下。 

一、報名方式 

課程報名以個人為單位，需於 107 年 7 月 13 日 23:59 前 e-mail 繳交課

程報名表 Word 檔 1 份(格式詳見附件 1)，完成報名者可免費參加本系

列課程，實際出席次數將作為競賽書面審查「社會創業家課程參與程

度」項目之給分依據。 

 由於教室座位有限，請務必於截止日期前繳交報名表，以預先保

留座位，額滿即不再接受報名。 

 如已完成課程報名，但未事前請假而缺席課程達二次(含)以上者，

將直接失去後續課程之預留資格。請假事宜請於課程前 3 天 email

或致電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二、 課程安排 

課程共計 10 堂，各堂課程內容及講師陣容如下： 

編號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師 

第 1 堂 
7/17(二) 

社會企業概論 
沈建文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主任 

第 2 堂 
7/19(四) 

創新思維與社會設計 

林紹偉 

ExLearn 課外通商業開發經理、

SolutionMakers 智造世務所共同創

辦人 

第 3 堂 7/26(四) 商業育成：財務規劃 
李維仁 

惟理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第 4 堂 7/27(五) 永續發展 

侯家楷 

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社會企業專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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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師 

第 5 堂 7/31(二) 商業育成：行銷設計 
葉文宏 

點點善有限公司召集人 

第 6 堂 8/07(二) 社會影響力評估 SROI 
劉凱琳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理 

第 7 堂 8/09(四) 社會企業 x就業促進 
胡家碧 

新生命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第 8 堂 8/16(四) 社會企業 x職能提升 

李取中 

The Big Issue 大誌雜誌創辦人兼總

編輯 

第 9 堂 8/21(二) 社會企業 x弱勢就業 

林峻丞 

甘樂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兼執行長 

第 10 堂 8/23(四) 商業育成：簡報力 
陳 睨 

大學前必修課創辦人 

三、上課時間 

每堂上課時間為 13:00 至 17:00。 

四、上課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76 號 7 樓 702 會議室(台北捷運善導寺站 3

號出口旁)。 

五、獎勵方式 

個人實際上課滿 5 堂頒發初階證書、滿 10 堂頒發專業證書。 

六、競賽書審項目給分方式 

每人實際參加 1 堂課可獲得 1 點，點數以每組團隊獲得之總點數計之。

團隊總積分滿 35 點得 5 分、滿 30 點得 4 分、滿 25 點得 3 分、滿 20

點得 2 分、滿 15 點得 1 分 (書面審查占比及配分詳見第捌點) 。 

 

捌、 評選方式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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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面審查 

(一) 評選方式 

由評選委員進行書面審查，從所有報名團隊中選出至多 20 隊晉

級準決賽。 

(二) 評選指標 

評分項目 百分比 

技術或服務創新性 20% 

市場與行銷可行性 15% 

財務規劃合理性與永續性 15% 

團隊發展潛力1
 10% 

滿足社會型企業 7 原則2
 15% 

社會創業家課程參與程度 5% 

勞動力開發、提升、運用面向社會影響力 20% 

總分 100% 

二、準決賽 

(一) 評選方式 

比賽簡報時應全員到齊，由評審委員聽取晉級團隊之簡報後進行

詢答，並選出至多 10 隊晉級決賽及 1 隊國際社企交流獎，晉級

決賽隊伍可同時為國際社企交流獎之獲獎隊伍。 

※晉級決賽隊伍須參加 107 年 9 月 29 日(六)舉辦的社會創業國際 

    青年營隊(決賽計分項目之一)。 

(二) 評選指標 

 準決賽 

評分項目 百分比 

技術或服務創新性 20% 

市場與行銷可行性 15% 

財務規劃合理性與永續性 15% 

團隊發展潛力 15% 

滿足社會型企業 7 原則 15% 

勞動力開發、提升、運用面向社會影響力 20% 

總分 100% 

                                                      
1
團隊參與程度與發展潛力評分包含團隊成員團隊成員的相關經歷、團隊成員執行創業計畫的進

度與決心等。 
2
社會型企業 7原則請參考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網站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7principles/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7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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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獎：國際社企交流獎 

評分項目 百分比 

英語簡報內容 30% 

英語發表流暢度 30% 

英語問答反應能力 20% 

商業模式國際化 20% 

總分 100% 

※國際社企交流獎參賽隊伍須全程以英文表達(須事前於報名表勾選 

    參賽意願)。 

三、決賽 

(一) 評選方式 

比賽簡報時應全員到齊，由評選委員聽取晉級團隊之簡報後進行

詢答，並選出前 3 名、2 隊佳作及 1 隊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

獎，特別獎獲獎團隊可同時為前三名或佳作獲獎團隊。 

※決賽優勝隊伍(前三名、佳作)須參加 107 年 11 至 12 月舉辦的創

業輔導活動，方能領取競賽獎金。 

(二) 評選指標 

 決賽 

評分項目 百分比 

成立社會企業的準備程度 35% 

團隊是否參加本競賽之營隊 5% 

商業模式的可行與永續性 30% 

商業模式的社會影響力 10% 

勞動力開發、提升、運用面向社會影響力 20% 

總分 100% 

 特別獎：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獎 

評分項目 百分比 

社會效益評估 20% 

財務與獲利模式 20% 

員工待遇設計 15% 

營運可執行性 20% 

計畫原創性 25% 

總分 100% 

※須事前於報名表勾選參賽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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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收件日期與聯絡方式 

一、 尤努斯獎競賽 

1. 競賽收件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9 月 09 日(23:59)止。 

2. 收件方式：報名團隊將參賽應繳文件（請參考附件 2、3、4）之

電子檔寄至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電子郵件信箱

（yunus.sbc@g.ncu.edu.tw），並請以「報名尤努斯獎（隊名）」為

信件標題寄送（以電子郵件寄出顯示時間為準），主辦單位確認

收件後才算完成報名。 

二、 社會創業家課程 

1. 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7 月 13 日(23:59)止。 

2. 收件方式：個人將課程報名文件（請參考附件 1）電子檔寄至國

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電子郵件信箱

（yunus.sbc@g.ncu.edu.tw），並請以「報名尤努斯獎社會創業家

課程（姓名）」為信件標題寄送（以電子郵件寄出顯示時間為準），

主辦單位確認收件後才算完成報名。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每人限參與一隊，參賽隊伍繳交之文件與資料概不退件。 

二、 未參加社會創業家課程者，亦可直接參與競賽之報名。 

三、 曾晉級第一屆或第二屆尤努斯獎準決賽之團隊，不得重複提出同一

提案參賽。 

四、 如參賽者之創業或方案計畫書內容有變更或修正，得於競賽收件截

止日前補齊（以電子郵件寄出顯示時間為準），主辦單位確認收件後

才算完成報名。 

五、 入圍準決賽、決賽之團隊名單將於活動官方網站公布。入圍準決賽、

決賽之團隊，須提供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以供查驗其是否符合參賽

資格。 

六、 晉級團隊須依規定參加相關課程、營隊或活動，參與後方能領取獎



10 

金與獎狀，參與程度亦將列為競賽評分指標。本屆晉級決賽團隊須

於準決賽後參加社會企業國際青年營隊(決賽計分項目之一)；決賽獲

獎之前三名及佳作團隊須於賽後參加 2 次創業輔導，方可領取獎金。 

七、 參賽團隊於競賽活動期間提供之競賽資料內容，主辦單位擁有公開

使用於社會企業推廣及教育等非營利用途之權利。 

八、 參賽隊伍如有違反競賽精神或規則之情事，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參賽

資格之權利。 

九、競賽活動相關辦法如有變更或調整，請以官方網頁公告內容為主，活

動如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將公告於活動網頁，並有權決定修改、

暫停或取消本活動。 

 

壹拾壹、 聯絡方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 電子信箱：shuyu0427@wda.gov.tw 

■ 聯絡電話：（03）485-5368 分機 1219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 電子信箱：yunus.sbc@g.ncu.edu.tw  

■ 聯絡電話：（03）422-7151 分機 26010、分機 66621 

■ 活動官方網站：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 

■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YSBC.NCU/  

 

mailto:yunus.sbc@g.ncu.edu.tw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
https://www.facebook.com/YSBC.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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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社會創業家課程報名表 

尤努斯獎：第三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 

【社會創業家課程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學校或 

任職單位 

 

就讀系級或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欲參加之社會

創業家課程 

(可複選) 

 課程一：7 月 17 日(二)社會企業概論 

 課程二：7 月 19 日(四)創新思維與社會設計 

 課程三：7 月 26 日(四)商業育成：財務規劃 

 課程四：7 月 27 日(五)永續發展 

 課程五：7 月 31 日(二)商業育成：行銷設計 

 課程六：8 月 07 日(二)社會影響力評估 SROI 

 課程七：8 月 09 日(四)社會企業 x 就業促進 

 課程八：8 月 16 日(四)社會企業 x 職能提升 

 課程九：8 月 21 日(二)社會企業 x 弱勢就業 

 課程十：8 月 23 日(四)商業育成：簡報力 

1、 課程報名以個人為單位，本資料僅作為將來後續辦理相關活動聯繫之用，

資料絕不對外公開，請務必詳實填寫。 

2、 由於教室位置有限，請務必於截止日期前先繳交報名表，以保留您的座位，

額滿即不再接受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107 年 7 月 13 日(23:59)止。 

3、 如果報名相關課程，但日後未事先請假而缺席相關課程二次(含)以上，將

取消課程報名資格。請假事宜請於課程前 3 天 email 或電致國立中央大學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4、 課程報名聯繫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電話：03-4227151 分機 26010 

                email：yunus.sbc@g.ncu.edu.tw   

mailto:yunus.sbc@g.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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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競賽報名表 

尤努斯獎：第三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 

【報名表】 

隊名  

創業計畫名稱  

團隊成員資料 

*隊長請填於(1)

之位置。 

序號 姓名 

(出生西元年)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或 

就職單位、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1) 
   

 

(2) 
   

 

(3) 
   

 

(4) 
   

 

(5) 
   

 

(6) 
   

 

特別獎項 

參賽意願聲明 

(自由參加) 

 本團隊願意參加【國際社企交流獎】特別獎評選，如晉級準決賽，並將使

用英文投影片並使用英語進行簡報。 

 本團隊願意參加【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社企特別獎】，如晉級決賽，願意全員

參加該特別獎競賽。  

參賽訊息 

*本欄位請務必

填寫，簡單陳

述即可。 

是否曾經參與過社會企業或創新創業相關活動？請簡單列舉。 

親筆簽名欄 

*本欄位每位參

賽成員均需親

筆簽名。 

本團隊之隊長確實為 35 歲以下（西元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青年，且

本提案尚未登記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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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報名以團隊為單位，本資料僅作為將來後續辦理相關活動聯繫之用，

資料絕不對外公開，請務必詳實填寫。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 每組團隊成員至少 3 人，至多 6 人；本國國籍不得低於 2 分之 1。 

3. 競賽報名與收件截止日為 107 年 9 月 09 日(日)。 

4. 「特別獎項參賽意願聲明」為自由參加之項目，勾選即視同參加本項競賽

並接受競賽規則。 

5. 申請、提案資料概不退件。 

6. 主辦單位保留取消違反競賽精神團隊參賽資格的權利。 

7. 競賽報名聯繫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電話：03-4227151 分機 26010 

e-mail：yunus.sbc@g.ncu.edu.tw   

mailto:yunus.sbc@g.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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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創業計畫書摘要表 

【創業計畫書摘要表】 

請以本頁表格，扼要概述計畫內容（不超過一頁）。 

序號 基本資料 內容說明 

1 隊名  

2 創業計畫名稱 
請幫您理想中的社會企業(公司)想一個好名字。(建議：15 字

以內) 

3 公司宗旨 
說明公司欲解決之社會問題或社會議題，以及公司的願景與

使命。 

4 永續發展目標 

請指出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哪幾個項目為組織發展目標。 

例如：目標 1-終結貧窮，目標 4-教育品質。 

5 商業模式 
簡要說明價值主張、目標客群、通路、關鍵資源、關鍵活動

與關鍵合作夥伴。 

6 創新性 說明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性。 

7 

勞動力開發、提

升、運用等面向

之社會影響力 

說明團隊可解決與勞動力發展相關之社會問題(例如：就業促

進、中高齡婦女身障就業、職能提升、工作環境改善、創新

職種…等)及對社會產生的價值或影響力。 

 

註: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可參考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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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創業計畫書參考格式 

【創業計畫書】參考格式 

※建議以下列架構撰寫計畫書，並依實際需要自行增減項目。 

壹、 公司宗旨與願景 

貳、 永續發展目標 

請說明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哪幾個

項目為組織發展目標。 

參、 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性 

肆、 商業模式 

包含商業模式圖（Business Model Canvas）及其相關要素的說明。商業模

式圖的方法可參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siness_Model_Canvas  

伍、 公司商業模式如何滿足尤努斯博士倡議的社會型企業 7 原則 

7 原則請參考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7principles/  

陸、 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 

柒、 團隊創業潛力分析 

捌、 勞動力開發、提升、運用等面向之社會影響力 

說明團隊可解決與勞動力發展相關之社會問題(例如：就業促進、中高齡婦

女身障就業、職能提升、工作環境改善、創新職種…等)，及其預期產生之

社會影響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siness_Model_Canvas
http://sbc.mgt.ncu.edu.tw/yunusprize/7princip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