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東區 

一、 活動主旨 

(一) 為有效連結校園創意創新與在地人文特色及發展，促進創造城鄉、產學、文化發展創新價值，

強化區域產學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以達成在地問題解決、提供在地產業人才需求、

實踐創業及培養創業家之目的，特辦此競賽活動。 

(二) 藉由競賽使參加的學生團隊在活動過程中，瞭解在地產業所面臨之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之方

法，讓學生團隊所研擬出來的計畫能更貼近在地市場所需，並且能夠將創業構想予以有效實

現。 

(三) 提供師生相互觀摩的機會，促進各參賽團隊間之學習、溝通與交流，引領師生的創新創意與創

業之風潮。 

(四) 協助優秀團隊，引入創業所需資源及推薦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接受全方位輔導培育。 

 

二、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三、 參賽資格 

(一) 1. 創業組需至少 3 人以上方可報名，人數上限 5 人。 
2. 創新創意組 1 人以上即可報名，人數上限 5 人。 

(二) 參賽對象：宜蘭、花蓮及臺東地區大專及技專校院以上在校學生為限。 

(三) 每隊皆須列指導老師 1-2 名，指導老師不得為團隊成員，可為校內專、兼任或校外老師。 

(四) 參賽之主題或計畫內容曾獲得各創業類型競賽獎項者，或已經據以成立公司者或是新創事業者，

該等作品皆不得再參加本項競賽。若僅參加各項競賽且於本競賽報名截止日仍未公布獲獎名次

者或是有參加各競賽但未獲相關獎項者，不在此限。 

(五) 創新創意組之主題不限，得為技術創新或是服務創新，不一定要有實體物品，只要提出具體可

行之構想即可參加；創業組主題以主辦單位之競賽主題為限。 

(六) 各參賽團隊之組員不得跨組參加競賽。 

(七) 須以本競賽提供之計畫書格式繳交，未依格式繳交之團隊將取消初審資格。 
 

四、  競賽主題 

競賽主題以解決東部地區問題分為七大類： 

  (一)觀光旅遊  
  (二)文化創意  
  (三)環境生態  
  (四)社會企業  
  (五)精緻農業  



  (六)生物科技  
  (七)數位經濟 
 

五、 競賽項目與方式：分「創業組」及「創新創意組」兩組 

 (一)創業組 
 1.競賽方式： 
 (1)初賽：以書面資料審查為主，擇優挑選 8 組進入決賽。 
 (2)決賽：進入決賽團隊，每團隊口頭簡報 8 分鐘，詢答不超過 10 分鐘，取前三名及佳 
   作獎數名(得從缺)。依序頒發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2 萬元整及獎狀)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1 萬 5 千元整及獎狀)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及獎狀) 
   佳作獎(禮卷 1 千元及獎狀) 

 2.主要評審內容：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初賽 

可行性 產品、服務之市場可行性 20％ 

創新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20％ 

完整性 經營模式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20％ 

財務規劃 財務與資源之分析規劃穩健性 20％ 

寫作表現 清楚表達其創業概念與營運企畫書 20％ 

決賽 

市場潛力 評估其市場機會、行銷策略、預期效益及發展潛力 25％ 

創新獨特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20％ 

可執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評估 15％ 

獲利模式 財務與資源之分析規劃與獲利狀況 10％ 

提案表現 簡報技巧、詢答及口語表達能力 30％ 

 

(二)創新創意組 
1.競賽方式： 
 (1)初賽：以書面審查為主，擇優挑選 8 組進入決賽。 
 (2)決賽：進入決賽團隊，每團隊口頭簡報 8 分鐘，詢答不超過 10 分鐘，取前三名及佳 
   作獎數名(得從缺)。依序頒發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1 萬 2 千元整及獎狀)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及獎狀)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8 千元整及獎狀) 
   佳作獎(禮卷 1 千元及獎狀) 

 2.主要評審內容：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初賽 

可行性 產品、技術、服務之市場可行性 30％ 

創新創意性 產品、技術、服務之創新創意性 30％ 

寫作表現 清楚表達其創新創意之概念與計畫書 40％ 

決賽 

創新獨特 產品、技術、服務之構想是否具有獨特性 30％ 

可執行性 市場分析、預期效益及整體評估是否可行 30％ 

提案表現 簡報技巧、詢答及口語表達能力 40％ 

 

六、 報名方式 

(一) 於 108 年 05 月 08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前至競賽網站下載所需資料並填寫完整後上傳。 

a. 報名表（附件一）。 

b. 切結書及在校證明（附件二）。 

c. 創業組計畫書（附件三）或創新創意組計畫書（附件四）。 

(二) 活動聯繫：顏先生 
聯絡信箱：2019nttu.cie@gmail.com 
連絡電話：089-318855 分機 2002 
聯絡地址：95002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 號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七、 時程及配合事項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報名 
即日起 
至 

108/05/08(三) 

1. 報名表 
2. 切結書及在校證明 

3. 計畫書 

請於 108/05/08 下午 4 時以前將報名

表、切結書及在校證明、計畫書等資料

上網下載並填寫完整後上傳。 

三創競賽電子信箱：

2019nttu.cie@gmail.com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初賽審查 
108/05/09（四） 

至 
108/05/17（五） 

聯合審查團進行書面

審查 
創業組及創新創業組分別擇優挑選 8
組進入決賽 

公佈進入決審團隊 108/05/20(一) 公佈並通知審查結果 
108/05/20 下午 4 時以前於國立臺東大

學產推處網站及 E-mail 公佈入圍名單 

決賽簡報 
 

108/05/21(二) 
至 

108/05/29(三) 
繳交簡報檔 

1.進入決賽之團隊，請繳交 8 分鐘之簡

報電子檔至指定信箱

(2019nttu.cie@gmail.com) 
2.信件主旨(組別_團隊名稱_計畫名稱) 

108/05/31(五) 決賽簡報 

1.上午創新創意組、下午創業組，相關

訊息於國立臺東大學產推處網站公告。 
2.簡報順序於各組指定時間報到後當

場抽籤決定，未於報到時間報到之團隊

視為放棄 

頒獎 108/05/31(五) 下午 5:00 頒獎典禮 
得獎名單公告於國立臺東大學產推處

網站及本校網站首頁 

 

八、 決賽流程表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08:30-08:45 創新創意組報到 決賽隊伍至報到處報到 

08:45-08:50 抽籤及規則說明 

1.每隊簡報時間 8 分鐘 

2.詢答時間不超過 10 分鐘（統問統

答） 

08:50-09:00 開幕式  

09:10-12:10 創新創意組決賽  

12:10-13:30 休息  

13:00-13:20 創業組報到 決賽隊伍至報到處報到 

13:20-13:30 抽籤及規則說明 

1.每隊簡報時間 8 分鐘 

2.詢答時間不超過 10 分鐘（統問統

答） 

13:30-16:30 創業組決賽  

17:00 頒獎  

 

 



九、 附件 

 

2019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 東區 
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隊名稱  
 

競賽組別 
 

□ 創業類 
□ 創新創意類 

競賽主題 □觀光旅遊 □文化創意 □環境生態 □社會企業 □精緻農業 □生物科技 □數位經濟 

計畫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單位/職稱  

電話  E-mail  

隊長 
（聯絡人） 

學校  系所/年級  

姓名  學號  

電話  E-mail  

隊員１ 

學校  系所/年級  

姓名  學號  

電話  E-mail  

隊員 2 

學校  系所/年級  

姓名  學號  

電話  E-mail  

隊員 3 

學校  系所/年級  

姓名  學號  

電話  E-mail  

隊員 4 

學校  系所/年級  

姓名  學號  

電話  E-mail  

附件一 



切結書 

  本團隊已確實瞭解「2019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東區」之參賽規則，並同意遵守下列各

項規定： 

（1） 參賽者須保證其計畫書內容為原創作品，並無抄襲仿冒情事，且未曾對外公開發表。 

（2） 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參賽者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

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 為秉持創新精神，同一作品若已參加其他全國性、跨校性競賽得獎者，不得再參加本競

賽。 

（4） 競賽得獎作品，若經證實違反上述規定者，主辦單位將有權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項。 

（5） 參加競賽之計畫書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取消資格。 

（6） 基於宣傳需要，主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擁有攝影、報導、展出、評論及在其它媒體、刊

登作品之權利。 

（7）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共同商議之。 

 

 
參賽團隊：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指導老師：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附件二 



隊長（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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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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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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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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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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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編號（主辦單位填）： 

 

 

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2019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 東區 

創業組計畫書 

附件三 



計畫名稱  

摘要(約 200 字) 

 

 
 
一、 創業機會與構想（請說明本計畫的創業背景與機會、創業構想及創業團隊…等等） 

二、 產品與服務內容（請說明本計畫的產品與服務內容、營運模式及營收模式…等等） 

三、 創新創意重點（請說明本計畫創新服務、技術等特色…等等） 

四、 市場與競爭分析（請說明本計畫的市場特性與規模、目標市場、顧客市場、SWOT 分析…等等） 

五、 行銷策略（請說明本計畫的目標消費族群、經營模式、行銷策略…等等） 
六、 財務規劃（請說明計畫近三年之財務規劃） 

七、 執行本計畫執行團隊優勢（請說明計畫執行團隊之優越性） 

八、 結論與效益（請說明本計畫執行後之重要產出效益） 
(一)量化效益(以量化數據說明對計畫執行之效益)  

(二)質化效益(以敘述性方式說明計畫執行之效益，如提升服務附加價值、創造市場需求等)  
 
 
  



 
 
 

 

計畫書編號（主辦單位填）： 

 

 

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2019 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 東區 

創新創意組計畫書 

附件四 



計畫名稱  

摘要(約 200 字) 

 

 
一、 創意產生的緣由與過程 
二、 創意的創新性內容與特色 
三、 創意可實現性及預期的功能與效果 
四、 創意的貢獻性 
五、 將創意實現的具體規劃（敘述作品的系統架構，基本理論、設計或製作的原理與方法，時程的安排，     

材料與經費的估算，以及預期的困難與可能的解決對策與方法等） 

六、 團隊的組成與特色，隊員的分工規劃，科技整合與創作團隊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