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 

研習營 

 

主 辦 單 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系學會 

活 動 日 期：2020年 12月 13日 09：30~17：35 

活 動 地 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綜合科館 第二演講廳 

活 動 對 象：全國高中職在校生 

活 動 人 數：約 60人 

活動負責人：總召 蔡澄旻 | 副召 黃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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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營 

二、研習時間 

109年 12月 13 日 星期日 09：30~17：35 

三、活動宗旨 

學術競賽，是經營管理系少有的全國性活動，在活動之中，我們能接

觸到國家的下一代棟樑，「工業推手一世紀，企業搖籃一百年」，我們北科

大一直引以為傲，也因此學術競賽旨在培養企業所需人才，身為一個良好

的企業人才所具備的 KSAO，簡報能力、口才、台風、良好視野、組織能力、

人際關係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希望透過此活動，能將這些能力帶給學

員們，同時也為北科經管系吸引一代代的人才。 

四、活動目的 

本次活動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將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的優點宣

揚到全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高中職學生們，跳脫平常枯燥乏味的課業，

走出教室，以本次競賽主題「創新創業」來展望世界，以時勢潮流為基礎，

發揮在教室上課學不到的創造力，構想出創新事業，也讓小組成員之間，

甚至小組與小組之間，彼此激盪、互相學習，在活動的最後，也希望他們

能帶著在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與經驗回去！ 

五、研習地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綜合科館 第二演講廳 

六、參與對象 

全國高中職在校生，以組隊方式報名參加，每組人數 3~4人（各校不限報

名組數） 

七、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八、承辦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系學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系所友會 

九、比賽時程表 

時間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09：30~10：00 報到 12：50~16：30 
競賽 

（一組 10分鐘） 

10：00~10：15 開幕 16：30~16：50 休息時間 

10：15~11：30 研習課程 16：50~17：20 評審講評 

11：30~12：30 午餐時間 17：20~17：25 頒獎 

12：30~12：40 
來賓致詞 

評審介紹 
17：20~17：25 

頒發研習證明 

+大合照 

12：40~12：50 講解競賽規則 17：25~17：35 閉幕 

十、競賽相關辦法 

（一）競賽主題：創新創業 

（二）創業計劃書書面提案內容： 

（14字體大小格式書寫，除封面頁外，共 10頁，並附上頁碼） 

1.封面（必有） 

2.團隊簡介、特色及組織 

3.創新創業概念簡介 

4.市場分析 

5.行銷策略 

6.活動預算費用規劃 

7.總結 

（三）繳交檔案 

1.創業計劃書 PDF檔（檔名：校名-組名.pdf） 

2.競賽報告 PPT檔（檔名：校名-組名.pptx） 



 

 

（四）競賽檔案繳交截止日期 

1.創業計劃書 PDF檔：截止日為 109年 12月 05日(六) 23：59 以前。 

2.競賽報告 PPT檔：截止日為 109年 12月 10日(四) 23：59 以前。 

3.將檔案寄至指定 Email：ntutbm109@gmail.com，收到確認信即為繳

交成功。 

（五）競賽須知 

1.競賽當天穿著須正式，攜帶可供識別身分之證件及影印之 PPT。 

2.競賽時，僅提供麥克風等基本設備。 

3.如有製作作品須提前做好並帶至會場。 

4.在競賽期間，嚴禁離開會場進行練習，僅可離席去廁所等緊急需求。 

5.嚴禁發生賄賂行為、推銷評審、騷擾評審等破壞競賽秩序之行為，

違者將取消獲得的獎項。 

6.競賽評分將以現場報告 PPT內容為主（評分標準請參考十四、評分

標準）。 

7.一組報告時間以 10分鐘為限，當報告者說出第一句話即開始計時，

當時間到 9分鐘時按第一次鈴，9分半時按第二次鈴，倒數 10秒時

連按兩次鈴作為提醒，10分鐘時連按三次鈴，10分鐘 10秒時主持

人將會直接打斷報告。 

十一、競賽獎金 

鑽石獎：每隊新台幣$3,000元（共一隊可從缺） 

白金獎：每隊新台幣$2,000元（共一隊可從缺） 

黃金獎：每隊新台幣$1,000元（共一隊可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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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評分標準 

1.計劃書（40%） 

評分項目 比重 （%） 詳細內容 

完整性 10% 
企劃提案及結論是否切合主題，並且做好品牌定位、目標

族群，也融入基本行銷理念應用。 

可行性 15% 
提案是否具有經濟、技術、時間及組織架構上的可行性，

並在實務上有運作之可能。 

邏輯性 15% 
內容架構清晰符合邏輯，調查、論點、假設均具有說服力，

合乎並且接近市場和企業實務狀況，要點環環相扣。 

2.競賽（60%） 

評分項目 比重（%） 詳細內容 

內容表達 15% 表達時是否與主題相符，簡單扼要將重點說明完整。 

流暢度 20% 
報告能配合簡報進行，演講內容須環環相扣，無脫離主題

或報告停頓等現象。 

台風 25% 口齒清晰、體態穩健、臨場反應表現及表達具說服力。 

  



 

 

十三、報名流程 

需先填寫附件一、二後將檔案寄至 Email：ntutbm109@gmail.com，主辦

單位收到後，並確認附件沒問題後，將會回傳確認信，即為報名成功。

若附件未繳交齊全或未將附件填妥，皆視為不符資格者，主辦單位會以

Email通知報名未成功，報名者需再重新完成報名手續。 

十四、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09 年 11月 28日（六）止 

十五、注意事項 

（一）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他人檢舉或告發他人代勞違反相關規定

者，經查證屬實則追回獲獎資格與獎勵。 

（二）參加競賽作品如涉及智慧財產權或侵害其他權利，經法院判決屬實

者，追回獲獎資格與獎勵且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參賽作品及相關資料延遲交件，予以取消資格。 

十六、交通資訊 

（一）若搭乘高鐵、臺鐵者，請搭至臺北車站，下車後至捷運臺北車站，

搭乘藍色板南線，往南港展覽館（昆陽）的方向，至忠孝新生站下

車，於 4號出口出站。 

（二）若搭乘客運在臺北轉運站下車者，同搭乘高鐵及臺鐵；若在市政府

轉運站下車者，下車後前往捷運市政府轉運站搭乘藍色板南線，往

頂埔（亞東醫院）至忠孝新生站下車於 4號出口出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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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經費來源運用 

（一）預算表 

總預算 合計 

獎金預算 
$6,000 

$15,300 

(鑽石獎$3,000、白金獎$2,000、黃金獎$1,000) 

評審費（3人） 
$3,500 

(講師兼評審$1,500；評審$1,000*2，共 2,000) 

獎狀印製 
$300 

(獎狀、研習證明、感謝狀，共$300) 

道具製作 
$500 

(場佈、海報，共 500) 

餐點 
$5,000 

(評審：$100*3，共$300；參賽者$75*60，共$4,500) 

 

（二）公關拉贊助 

系學會贊助 $500 

系所友會贊助 $12,000 

廠商贊助 $2,800 

合計 $15,300 

 

  



 

 

十八、附件 

附件一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營報名表 

活動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營 

活動時間 109年 12月 13日（星期日）09：30~17：35 

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活動地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組別名 

（每組 3~4人） 
 

姓名 

（組長） 
 

姓名 

（組員） 
 

姓名 

（組員） 
 

姓名 

（組員） 
 

學校  

手機 

（組長） 
 

E-mail 

（組長） 
 

膳食習慣 ___葷食 ___素食（填人數，不含指導老師） 

備註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109年 11月 28日（六）止 

報名表填妥後請寄至：ntutbm109@gmail.com 

（收到回信才算報名成功，人數過多以先報名為主） 

E-mail 主旨為：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 

報名表-組名-組長名 

活動詳情請洽 

Facebook 搜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系學會 

總召：蔡澄旻 聯絡電話：0976-03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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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營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不需填寫） 

 

一、立書人等為參加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第四屆全國性學術創業競賽研習營」，茲聲明所提

計畫說明書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二、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計畫說明書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

參賽資格，所獲頒之獎金資格應立即取消。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辦

單位。 

三、立書人等參與本次主辦單位所辦理的創新創業競賽，主辦單位不負責產品生

產階段或生產評估，因此如有專利上產生的相關衝突，與主辦單位絕無相關。 

四、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其所撰「作品計畫書」，及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

權，並保證所撰之「作品計畫書」與參賽作品，不侵害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 

五、若因立書人等之「作品計畫書」或參賽作品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而導致第

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單位之權益因而受損，立書人等願負一切賠

償責任。 

 

（參賽者本人需在附件二簽名處簽名後，並掃描回傳電子檔） 

 

此致 

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立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不需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