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建國國企盃大專院校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一、 活動名稱
2018 建國國企盃大專院校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二、 活動目的
本競賽係為提升學生新鮮的創意思維，開發不同的思想領域，藉由參加全國競賽，
得以互相交流，並藉以實務操作企劃案進行之經驗學習，提升學生創新創業知識，
俾利提升學生之就業競爭力，以符合快速變動職場所需之人才，落實學課程與職
場之銜接。藉由此競賽相互切磋觀摩，以達到激發學生潛力，並對商品企劃、產
品創新、網路創業等新興速起之職場領域，多方面涉獵，多方面培養不同的視野。

三、 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師生

四、 活動時間
(一)初賽：
1.收件日：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17 日（四）止。
2.結果公告日：107 年 5 月 24 日(四)公布入選總決賽隊伍。
107 年 5 月 28 日(一)公布決賽優勝與特優隊伍。
上述名單均公布於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系網（http://iba.ctu.edu.tw）
總決賽：107 年 5 月 31 日(四)。

五、 活動地點
總決賽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圖文大樓 13 樓管理講堂

六、 程序安排
(一) 報名資格與決賽競賽方式
參賽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師生
競賽項目共分三組:
A.創新創業創意簡報組: 創新商業模式、網路行動商務、創意產品、等相關主題之
行銷企劃案，可以 App 或是產品等任何方式呈現。須以 PPT 檔案方式呈現其作品
簡報，進入總決賽隊伍當日需至比賽現場進行口頭簡報。
B.市場產品行銷策略組(PMA):自行選定一種產品或服務，將其作品與成果製成市
場產品行銷策略企劃書，以 PPT 檔案方式呈現。
C.網路行銷策略組(IMA): 自行選定一種產品或服務，將其作品與成果製成網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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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策略企劃書，以 PPT 檔案方式。

競賽方式：
(1)每組經營團隊最多 8 人（學生至多 6 名+指導老師至多 2 名）
，可跨校、跨系
組隊參加。
(2)參賽團隊需將作品成果製作成 PPT 檔案及填寫報名表(如附件一)，並請於 107
年 5 月 17 日（四）23:59 前 e-mail 至 2018ctuiba@gmail.com 信箱(參賽者需
提供 PPT 檔及附件報名表)，逾期與不符合格式之報名表或 PPT 檔案，恕不
予受理，視同放棄參賽。
(3)進入總決賽隊伍作品如需修改於 107 年 5 月 28 日（一）23：59 前 e-mail 至
2018ctuiba@gmail.com 信箱，逾期 PPT 檔案，恕不予受理，決賽作品當天由
主辦單位提供。
4. 收件方式：
(1)參賽簡報 PPT 檔名為：「參賽組別+校名+報告名稱」（檔名範例：「創新創業
創意簡報組+建國科大+E-LOVE」）。
(2)PPT 檔內容首頁須註明：參賽團隊之學校系別＋報告名稱＋指導老師姓名＋
隊員姓名之聯絡手機及 e-mail。
※報名團隊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5.競賽簡報範例下載網址：http://www.ccvcda.org.tw/material/2018ctuiba.rar
(二)

創新創業創意簡報組總決賽競賽方式
1.議程於 107 年 5 月 28 日（一）公告於主辦單位系網（http://iba.ctu.edu.tw）。
2.時間：107 年 5 月 31 日(四)。
3.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圖文大樓 13 樓管理講堂
4.競賽方式：各組簡報時間 10 分鐘，按鈴強制結束。

(三)

入圍評審標準
比賽評分項目及比例詳如下表：

類別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適用組別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20%

作品

市場分析、五力分析、行銷規劃、活動規劃

30%

市場產品行銷策略組
(PMA)、網路行銷策略組

審查

營收預估與財務規劃

20%

行銷創意、經營創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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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創新創業創意簡報
組初賽/決賽

簡報
表現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20%

市場分析、五力分析、行銷規劃、活動規劃

20%

營收預估與財務規劃

10%

行銷創意、經營創新

20%

簡報表現與現場回答問題

30%

創新創業創意簡報組
總決賽

(四) 獎勵方式(主辦單位可視報名參賽組數調整獎勵組數)
A.創新創業創意簡報組
1.決賽：各組依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優勝 40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特優 20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總決賽 8 隊，除頒予獎狀(每組一張紙本獎狀)外，另頒發獎金，金額如下：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5,000 元整）
(2)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 元整）
(3)總決賽季軍 2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4)總決賽特優 4 隊（獎品）
B.市場產品行銷策略組(PMA) (於 6/25 公布於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系網及微析科技官網)
1.決賽：各組依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佳作 30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優等 15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總決賽 6 隊，除頒予獎狀外(電子檔案)，另頒發獎金，金額如下：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
(2)總決賽亞軍 2 隊（全隊獎金 1,200 元整）
(3)總決賽季軍 3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C.網路行銷策略組(IMA) (於 6/25 公布於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系網及微析科技官網)
1.決賽：各組依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佳作 30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優等 15 隊(頒予獎狀) (電子檔案)
2.總決賽 6 隊，除頒予獎狀外(電子檔案)，另頒發獎金，金額如下：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
(2)總決賽亞軍 2 隊（全隊獎金 1,200 元整）
(3)總決賽季軍 3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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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1.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
體事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2.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
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參加決賽之作品，由承辦單位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之所有文件不退回，
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4.參加總決賽之隊伍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報名參賽組員親自至現場進行簡報，且必
須至頒獎典禮後始能離開，如違反本項規定，主辦單位得將該隊視為棄權。
5.參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可公開展示參賽作品，以及作品可作教學範
例使用與進行相關之推廣活動。
6.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或不可
抗拒因素而有所異動，主辦單位保有變更內容權力。

(六)

活動聯絡人
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洪君羚老師

簡慧文經理

聯絡電話：0978-688599
e-mail：hongjl@ctu.edu.tw

e-mail：emma160712@gmail.com

聯絡電話：（02）2250-1360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

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2.執行單位：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系學會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同執行)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協同策劃)

4

附件

2018 建國國企盃大專院校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報名表
競賽項目

□創新創業創意簡報組
□市場產品行銷策略組(PMA)
□網路行銷策略組(IMA)

作品名稱
學

校

科系年班
行動電話

指導老師

E-Mail
行動電話

隊長
隊員

E-Mail
姓名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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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