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簡章 

壹、 活動目的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學生為學習

的主體，希望能兼顧學生的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

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並善盡國家公民的責任

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我沒有失敗，我只是找到了一萬種行不通的方法。」湯馬士．愛迪生如是

說。創業有時候也跟科學家的發明一樣，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距離成功其實

非常接近。 

小米創辦人雷軍曾說，「站上風口，豬也能飛」，風口指的是大環境的機運，

回顧臺灣科技產業，乘著經濟起飛、人工低廉的優勢，加上 PC、NB、手機這幾

波「風口」，吹起了無數企業的好成績。許多年輕人感嘆，當年一卡皮箱就能創

業，現在的環境對青年創業更加困難。 

宏國關係事業為了啟發青年學子對創新創意的了解並引導學習創業知能，以

及挖掘有志創業的學生，特別鼓勵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舉辦創新創意競賽活動，希

望促成全國各校內之創業尖兵在創新與創意方面的交流，往築夢踏實創業之路邁

進，青年學子可藉由參與創業競賽的過程與評審的講評和各校菁英互動，進而成

為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的產業升級推動人才。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協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參、 參賽資格 

(一) 每組隊伍之成員以 2至 6 人為限，每人僅能參加 1 隊伍。 

(二) 每組隊伍成員可跨校組成，不限科系及年級(研究所學生可以參賽)。 

(三) 每組隊伍之指導老師最多 2 位。 

(四) 競賽作品名稱不得跨隊伍重複報名。 

 

肆、 注意事項 

(一) 報名如繳交資料延遲，一律取消資格。 

(二) 競賽作品之計畫書內容如有抄襲或代筆之情形或侵犯智慧財產權者，經認定

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已獲獎者追回頒發之獎項，並由參賽隊伍自負法

律責任。 

(三) 進入決賽之隊伍，得於決賽當天攜帶學生證，到場進行決賽。 

 

伍、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7：00 截止；採郵寄報名方式(以

郵戳為憑)或親送(截止日當天下午 17：00 前送達)。 

(一) 聯絡人：專案助理  沈旻桂 

(二) 聯絡電話：0926-335-015 

(三) E-mail： abiau106@mail.hdut.edu.tw 

(四) 收件資訊： 

1. 收件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信封請加註參加「2020 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2. 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陸、 評選/評審標準配分方式 

    為了鼓勵大專院校校園創新創業文化推廣，培育具創業家精神之人才。本次競

賽主題以“參加團隊之科系發展主軸與專業領域”為方向，邀請青年學子對創新創

意產生想像與行動，撰寫「2020 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計畫書」，計劃書格式與頁

數不拘。 

    比賽分成兩階段： 

(一) 初審 

由各隊伍繳交紙本作品三份「2020 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計畫書」為審查

對象，協辦單位邀請業界專家組成之評審委員進行審查，採「書面審查」為

主。 

 

評選項目 項目說明 評分比重 

創新創業設計理念 營運規劃、獲利模式分析 35% 

計畫可行性評估 創業可行性市場分析 35% 

計畫書完整性 書面資料完整性 30% 

總分 100% 

進入決賽隊伍會由主辦單位通知，準備決賽相關資料。 

 

(二) 決賽 

由協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決賽當天由參賽隊伍進行口頭簡

報；方式不拘形式，以 PowerPoint、影片等任何形式皆可，惟需注意前述形

式之檔案為一般電腦通用與播放。每組報告以 14 鐘為限(簡報時間 8 分鐘，

Q&A 時間 6 分鐘)。 

 

評選項目 項目說明 評分比重 

創新創業可及性 創業之獨特性與可行性 30% 

計畫內容完整性 簡報內容完整性 40% 

應答能力與台風 應答之完整性與台風穩健性 30% 

總分 100% 

 



柒、 重要時程 

活動階段 活動日期 注意事項 

報名期間 即日起  

收件截止 
109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郵寄報名：以郵戳日期為憑。 

親送者：當天下午 17：00 前送達。 

入圍公布 
109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二) 

當日下午 15：00 於「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公布入圍

隊伍名單及議程 

入圍隊伍決賽 

簡報資料 

109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二) 

當日下午 16：00 前繳交決賽電子

檔資料 

決賽暨頒獎典禮 
109 年 12 月 03 日 

(星期四) 
現場簡報及頒發獎狀與獎金 

 

捌、 獎勵方式 

 

獲獎名次 獎勵 

特金獎 提供獲獎隊伍獎金 15,000 元，並頒發獎狀 

金牌獎 提供獲獎隊伍獎金 8,000 元，並頒發獎狀 

銀牌獎 提供獲獎隊伍獎金 5,000 元，並頒發獎狀 

銅牌獎 提供獲獎隊伍獎金 3,000 元，並頒發獎狀 

優  選 提供獲獎隊伍獎金 1,000 元，並頒發獎狀 

註：1.上述獲獎隊伍之獎狀，頒發予參與成員及指導老師，各 1張。 

    2.針對未進入決賽但表現優異的團隊給予最佳潛力獎。 
 



2020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參賽隊伍聯絡人(隊長)：                                           

通訊住址：                                                       

E-mail：                                                         

聯絡電話:(：日）            （夜）            （行動）             

就讀學校：                                                       

就讀系科：                                                       

指導老師：                                          (請親自簽名) 

 

隊員姓名 學校及系級 行動電話 E-mail 

    

    

    

    

    

    

PS、指導老師及參賽隊員姓名請書寫正確及工整，感謝配合。 

備註： 

3. 郵寄報名表、聲明書、在學證明文件(如附件)及初賽紙本作品三份繳件

請以郵局掛號至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收(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巷 1 號）。 

4. 作品一經寄出，不再接受任何更改與修正。(封面請註明『2020 宏國盃

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報名資料)。 

5. 收件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6. 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號 

7. 報名截止：109 年 11 月 18 日(三) 17：00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參賽聲明書 
 

作品名稱： 

創新創業特色簡述(100字以內) 

 

 

 

 

 

 

 

 

 

參賽隊伍聲明： 

1.本隊伍保證已確實了解「2020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簡章之規定，並同意遵

守各項內容。本隊伍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參賽作品係本隊伍之原創規

劃設計，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如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2.本隊伍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提供主辦單位使用於再未來製作活動成

果報告書、展示，及未來集結成冊出版之使用。 

3.各參賽隊伍的創意想法、參賽作品其智慧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同意歸主辦單位所

有，並同意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 

姓名 學校系級 親自簽名 

1.   

2.   

3.   

4.   

5.   

6.   

(請加蓋學校系科級單位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協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在學證明文件 
(請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下列表格中) 

參賽者一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二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三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四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五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六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