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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競賽主題—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透過此競賽鼓勵學生創業，藉由參與微型創業競賽，實踐創新想法，產

出具有「翻轉城鄉」能力之特色商品或服務，協助城鄉再造。計畫將提供學

生良好學習及實踐環境，結合校內外資源，群力開拓學生創業視野，藉以引

領校園創業氛圍，期望成功培植出具發展潛力之新創團隊，成為校園衍生新

創企業，並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 

 報名資格 

1. 團隊成員最少 3 人，需為宜蘭、花蓮、台東及基隆等大專院校以上在學

學生。 

2. 每隊至少需有一位指導老師，每位指導老師最多以 2 件競賽提案為原則。 

 競賽時程規劃 

一、 競賽階段： 

1. 初選：由競賽團隊提出創業規劃、報名表、團隊資料等。 

2. 培訓：於初選收件後，將公告相關輔導課程，入選團隊全數成員必須參

與 2/3 以上的培訓課程。 

3. 決賽：培訓完畢的團隊將進入決賽，進行完整計畫書審查及口頭簡報評

比，依成績錄取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並可進入育成中心進行創業輔導與

參與創業成果發表會。 

 

二、 規劃期程： 

1. 2021 年 4 月 17 日收件截止 

 附件 1 報名表 

 附件 2 團隊資料 

 附件 3 規劃內容說明 

 附件 5 創業團隊切結書 

 以上資料以書面正本送至創新育成中心，並將提案相關電子檔 Mail

至電子信箱 iiic@niu.edu.tw  

2. 2021 年 05 月 08 日於創新育成中心-官網公布初選入圍名單 

3. 2021 年 09 月 10 日決賽收件截止日 

 附件 4 計畫書及簡報大綱 

 以上資料以書面正本送至創新育成中心，並將電子檔 Mail 至 

mailto:iiic@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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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c@niu.edu.tw 

4. 2021 年 09 月底 決賽 

 

 評選辦法 

1. 初選評分項目（書面審查）： 

(1) 產品實作可行性(50%) 

(2) 創意性 (30%) 

(3) 與在地聯結相關性(20%) 

 

2. 決賽（完整書面計畫書與簡報）： 

(1) 規劃完整性 (20%) 

(2) 商業模式之可行性與永續性(25%) 

(3) 市場價值(20%) 

(4) 團隊執行力(20%) 

(5) 簡報流暢度、應答完整度、台風穩健度(15%) 

 

 競賽獎金 

1. 初選： 

通過初選之團隊，由評審委員依據報名參賽之團隊所繳交之書面資料進

行審查，並從所有團隊中選出優秀團隊進入決賽。 

2. 決賽： 

(1) 第一名 (1 隊) 

獎金 30,000 元(獎金 8,000 元、材料費 22,000 元)及獎狀一幀。 

(2) 第二名 (1 隊) 

獎金 25,000 元(獎金 7,000 元、材料費 18,000)及獎狀一幀。 

(3) 第三名 (1 隊) 

獎金 20,000 元(獎金 6,000 元、材料費 14,000)及獎狀一幀。 

(4) 佳作 (3 隊) 

獎金 10,000 元(獎金 5,000 元、材料費 5000 元)及獎狀一幀。 

 

 

備註： 

 競賽團隊通過初選後，若因故無法參加主辦單位所辦理的培訓課程（全

數成員必須參與 2/3 以上的培訓課程），視同放棄決賽參賽資格，詳見團

隊切結書(附件 5)。 

 各項獎項依實際狀況得以從缺。 

mailto:iiic@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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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費需先提供抬頭及統編為國立宜蘭大學之發票，始可申請。 

 本競賽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擁有隨時修改、變更、暫停或解釋競賽

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本中心網站上公布，不另行通知。 

附件 1：報名資料表 

 

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競賽報名表 
申請資料 

團隊名稱  

團隊成員 

（若本列不敷使

用，請自行增加） 

姓名 身分資格 本計畫工作職掌 

代表

人 
 

□原住民族青年 

□在校生（含大學在校生/專

科四年級以上及碩博士） 

 

1  

□原住民族青年 

□在校生（含大學在校生/專

科四年級以上及碩博士） 

 

2  

□原住民族青年 

□在校生（含大學在校生/專

科四年級以上及碩博士） 

 

創業營運計畫摘要

（限 300 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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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月     日 

團隊名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女 □男 

具原住民族身分 □是 □否 

就讀學校/系所  身分別 
□學士 □專科四年級以上 □碩士生 

□博士生 

聯絡

方式 

電  話  

手  機  

E-mail  

證明文件黏貼欄 

（一）身分證影本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證明文件黏貼欄 

（二）學生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正面 

 

學生證影本反面 

註：學生證須蓋有最近一學期之學期註冊章或

檢附「在學證明」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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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月     日 

團隊名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女 □男 

具原住民族身分 □是 □否 

就讀學校/系所  身分別 
□學士 □專科四年級以上 □碩士生 

□博士生 

聯絡

方式 

電  話  

手  機  

E-mail  

證明文件黏貼欄 

（一）身分證影本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證明文件黏貼欄 

（二）學生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正面 

 

學生證影本反面 

註：學生證須蓋有最近一學期之學期註冊章或

檢附「在學證明」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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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月     日 

團隊名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女 □男 

具原住民族身分 □是 □否 

就讀學校/系所  身分別 
□學士 □專科四年級以上 □碩士生 

□博士生 

聯絡

方式 

電  話  

手  機  

E-mail  

證明文件黏貼欄 

（一）身分證影本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證明文件黏貼欄 

（二）學生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正面 

 

學生證影本反面 

註：學生證須蓋有最近一學期之學期註冊章或

檢附「在學證明」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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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提案說明 

一、提案主題 

建議以十五字為限。命名的重點與提案內容具高度相關，內容可包含產品或服務名稱、產品特

色，並應具備高辨識度、記憶點。 

二、創業構想影片 1-3分鐘(1080P) 

拍攝的主題內容以產品介紹、產品使用情境(痛點)、研發過程、品牌故事為主，若為服務為主

題之提案，可提供服務推廣的片段，或是該服務想解決哪些問題。影片需加入背景音樂，有人

聲說明請上中文字幕。影片請上傳至 YouTube，並提供連結在簡報內，記得要以公開模式，以

避免評審無法看到內容。 

三、LOGO或產品照片 

請以產品或品牌名稱為主題，設計一款 LOGO或產品圖片。 

四、提案內容 

提案內容至少需有 200字的內容構想摘要，包含提案的重點或內涵，撰寫方向可說明： 

1. 主要提供什麼產品(服務) 

2. 為什麼要提供這個產品(服務) 

3. 這個產品(服務)主要的使用對象 

4. 如何推廣讓更多人認識該產品(服務) 

並至少三張的輔助圖片(尺寸不限，300dpi)，圖片內容可以是產品模擬圖、商業模式圖、使用

情境圖、研發過程圖片。 

五、團隊成員介紹 

請於提案中介紹團隊成員的組成，並描述於提案中扮演的角色與專長。(例：技術、研發、行

銷、營運、財務、專案溝通) 

六、提案以 10萬元為經費規劃 

請團隊採用圓餅圖清楚標示，其中硬體費用(如電腦、影印機、印表機、電話)與人事費用(團

隊成員薪資)不可以編列，可用於材料費、行銷推廣費用、市場調查等與執行提案內容所需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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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執行期程規劃 

期程以六十日規劃，請以每週或每月做規劃，並分為期中、期末進度，並清楚描述期中與期末

的預定進度目標為何，並考量其中可行性，避免不切實際。 

八、其他隊提案加分之說明或佐證資料 

若提案之產品或服務曾通過檢驗或專利技術，歡迎提供佐證資料，以增加提案可信度。 

九、繳交格式 

請以簡報方式呈現，最多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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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創業計畫書範本及簡報大綱 

 計劃書目錄 

營運計畫書摘要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一、過去的創業學習經驗 

二、創業構想 

三、欲解決的社會問題(對應之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指標為：_____，此項僅社會企業類別

需填寫) 

第二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產品與服務內容 

二、營運模式 

三、營收模式 

四、社會企業商業營運永續模式(此項僅社會企業類別需填寫)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目標市場 

三、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行銷策略 

一、目標消費族群 

二、行銷策略 

第五章  財務計畫 

一、預估損益表 

二、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效益說明 

三、潛在風險 

四、創業提案之社會效益與價值(此項僅社會企業類別需填寫) 

第七章  參考資料 

第八章  附件 

說明：本文以 20 頁為限，使用標楷體、標題 14 字、內文 12 字、單行間距、上下左右邊為 2.5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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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切結書 

 

國立宜蘭大學一系一特色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團隊切結書 

 

一、參賽者保證參賽作品為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法規等或違反其

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主辦單位之評審委員會裁決認定後，

將取消得獎資格;且參賽者如涉及法律責任需自行擔外，如主辦單位受有相關

之損害，參賽者需負賠償之責，若違反上揭規定之作品得獎，得追回參賽者

獎金及獎品。 

二、參賽者於參與競賽期間需全程參與所辦理之活動，並遵守活動過程相規定。

若因故無法參加主辦單位所辦理的培訓課程（半數(含)成員必須參與2/3以上

的培訓課程），視同放棄選決賽參賽資格。 

三、同意以上條款之參賽者，請本人簽名。 

四、同意以上條款請創業團隊簽名(所有團隊成員及指導老師)。 

 

團隊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或蓋章) 

團員成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或蓋章) 

團員成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或蓋章) 

團員成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