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 

「金牌創業家」競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為鼓勵學生透過競賽學習方式，以培養學生創業之思維與能力，

特舉辦本活動，提供團隊創業相關課程、諮詢輔導、創客基地使用等項目，

以達團隊成功創業。 

二、競賽主題：以「產業鏈結」為主軸，不限形式、類型，鼓勵團隊創意發想，

實現創新服務、技術或產品，達到學生團隊畢業即創業目標! 

三、競賽活動辦法： 

(一) 參賽辦法 

1、 參賽資格：  

【必備條件】佔分 100分 

(1) 技專校院/大學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原民生/國際生/在職

專班)，組隊成員需滿足跨校、跨域(不同科系或學群)、原民生、

國際生至少一項條件組隊參與，但可以有畢業五年內技職學生

(一個團隊限一名)。 

(2) 每一團隊需由 3-6人組成，並設代表人 1人（商工登記證需由

代表人申請）。 

(3) 每人僅能參加 1隊。 

(4) 需有配合協助參賽之指導老師。 

(5) 基本門檻：需滿足下列至少一項 

(滿足兩項或兩項以上者列入加分項，每項 4分) 

a、 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b、 具商品販售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募資平台)  

c、 商品設計或品牌曾獲獎者 

d、 於 110 至 111年之間成立公司(具商工登記證) 

e、 曾修習過創新創業相關課程研習者(專利/技轉/創業/商管) 

f、 參加歷年全國黑客松競賽(教育部、內政部….) 

g、 團隊有商業管理學院(商管/工管/流管/企管/資管)之成員 

h、 提供一個實體商品(app軟體畫面截圖/產品/樣品) 

i、 參與歷年創業補助計畫入圍或 111年投件者(U-start、

Fiti…) 

j、 參與創客師培育並完成研習 

k、 參與「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衍生之團隊 

l、 參與歷年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2、 報名日期： 

(1) 初賽：即日起至 4月 25日(一)止。 

(2) 複賽：4月 25日(一)至 7月 18日(一)止。 

(3) 決賽：7月 19日(一)至 9月 26日(一)止。 

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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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方式：僅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mnews.php。 

(路徑:本校產學營運處官網/創新創業創客資訊平台/報名系統/金牌

創業家。） 

4、 初賽入選隊伍公告日期:5/9(一)，選出 38隊入選獎，進入複賽。 

5、 複賽入選隊伍公告日期:8/1(一)，選出 26隊商品創投獎，進入決賽。 

6、 決賽暨成果發表日期：10/14(五)，選出 6隊創業獎、8隊佳作。 

7、 決賽地點：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具機學院大樓 視訊會議室/大

廳。 

8、 報名文件： 

【初賽】4/25(一) 

(1) 附件一：基本團隊資料 

(2) 附件二：參賽聲明書、切結書（親簽後轉 PDF檔上傳） 

(3) 附件三：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在學證明、畢業證書) 

(4) 附件四：基本門檻與加分項目相關證明文件 

(5) 附件五：公司營運規劃書(Word/PDF檔) 

 

【複賽】7/18(一) 

競賽團隊各階段獎勵明細一覽表 

(1) 募資簡報+影片(案號：1-1) 

(2) 商品開發企劃書(案號：2-1) 

 

【決賽】9/26(一) 

競賽團隊各階段獎勵明細一覽表 

(1) 募資簡報+影片(案號：1-1) 

(2) 創業團隊營運成果書(Word/PDF檔) (案號：3-1) 

 

(二) 評審辦法：邀請創投業界專家 6名進行評審 

1、 初賽：書面審查，評選 38隊入選獎，進入複賽 

【評分項目】 

(1) 市場可行性(市場價值/潛力) 

(2) 創新性 

(3) 社會協助 

(4) 商品完整性 

(5) 虛擬創投平台募資成果 

(6) 獲外部資源補助 

(7) 其他(競賽得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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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賽：由書面審查評選出 26隊商品創投獎，進入決賽 

【評分項目】 

(1) 具商業潛力之商品或與在地產業鏈結的商品 

(2) 獲外部資金補助（創投平台／募資平台／政府機構） 

(3) 公司實際營業額 

(4) 作品簡報及影片 

(5) 潛在商機 

(6) 創新團隊組成完整性 

(7) 產品創新程度 

(8) 巿場可行性 

(9) 技術、產品或商業模式創新程度 

(10) 團隊陣容(例如創業熱情與承諾、互補性) 

3、 決賽：口頭簡報及實體展示，評選出 6隊創業獎，佳獎 8隊。 

【評分項目與比重】 

序 
評分項目 

創新創業文化創

意教育服務組 

企業需求技術製

造商品化組 

1 111年公司成立進展情況或已

進行中的營運現況 
30% 30% 

2 具商業潛力之實體商品 10% 20% 

3 獲外部資金補助(創投平台/募

資平台/政府機構) 
20% 5% 

4 公司實際營業額 10% 5% 

5 產品/服務之市場規模 5% 5% 

6 產品/服務之競爭優勢 5% 5% 

7 原型製作或商業模式之完整性 5% 15% 

8 團隊執行力 5% 5% 

9 規劃完整性 5% 5% 

10 投資與市場價值 5% 5% 

 

 

(三) 獎勵辦法 

1、 (初賽)入選獎(38隊)：補助經費 1萬元業務費、獎狀乙紙。 

2、 (複賽)商品創投獎(26隊)：依募資金額相對補助募資金額 50%經費

(業務費)，最高補助 10萬元業務費、獎狀乙紙，其中募資金額可

提供至 11 月 21日(一)。 

3、 凡參加初/複賽隊伍，未入選者，於 11月 21日(一)前完成群眾平台

投件並提供募資成果，可視計畫經費餘裕，若尚有經費則額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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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獲外部資金之 50%業務費，如經費用罄則不予補助。 

4、 (決賽)創業獎(6隊)： 

(一) 創新創業文化創意教育服務組 

1.第一名 15萬、獎狀乙紙。 

2.第二名 10萬、獎狀乙紙。 

3.第三名 8萬、獎狀乙紙。 

4.佳作獎 1萬(4名) 、獎狀乙紙。 

(二)企業需求技術製造商品化組 

1.第一名 15萬、獎狀乙紙。 

2.第二名 10萬、獎狀乙紙。 

3.第三名 8萬、獎狀乙紙。 

4.佳作獎 1萬(4名) 、獎狀乙紙。 

商品創新卓越獎 6萬，本競賽中若經評審委員反覆考慮辯証後，共

決由本競賽(兩項組別)從缺項中特頒發。 

5、 上述補助經費，需於 111 年 11 月 25日(五)前核銷完畢，為擴大經

費運用，各團隊於 11月 25日(五)未動支經費將全數回收，12月 5

日(一)未核銷完畢經費全數回收。 

(四) 各階段入選團隊需完成任務如下： 

階段 須完成項目 期限 備註 

初賽 

(38隊) 

1.諮詢輔導表 3張 

7/18前 

可自行找業師諮詢或參加基

地輔導課程 

2.參加基地開設課程及

輔導 

 

3.使用創客基地/設備紀

錄表 1張 

 

複賽 

(26隊) 

1. 實體作品一件 

9/26前 

 

2.諮詢輔導表 2張 與初賽紀錄不得重複 

3. 參加基地開設課程及

輔導 
各團隊每堂課皆須派員參加 

4.提供募資成果 目標金額 12萬 

5.使用創客基地/設備紀

錄表 1張 
與初賽紀錄不得重複 

決賽 

(6隊) 

創業營運成果書 

1.工商登記證 

2.111年公司月營收財務

報表(至少 1個月) 

11/25前 

 

3.獲外部資金補助 累計複賽金額達 30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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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募資成果/產學合

作) 

4.校慶展演活動  

5.參加 112年U-start競賽 

(已設立的公司參加 Fiti) 
隔年 2月報名 

基地於 11-12 月開設相關輔

導課程 

 

(五) 公司或品牌企畫書格式內容： 

1、 檔案名稱:請依照格式團隊名稱-初賽-作品名稱 

2、 內容中英文不拘，總頁數 20頁為限(不含摘要、參考資料、附件) 

3、 企畫書內容： 

(1) 字體：12字級(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2) 摘要（300字內） 

(3) 封面／目錄 

(4) 公司/品牌介紹(公司願景及目標、業務／服務內容、問題與解決

方案) 

(5) 產品與服務 

(6) 市場分析（SWOT、目標市場、競爭對手、定價目標、行銷計畫） 

(7) 營運計畫（短中長期計畫、產品／服務配運程序） 

(8) 組織與管理（公司結構、人力資源） 

(9) 財務計畫（收支損益預測、現金流量預測、資產負債表預測） 

(10) 參考資料及附件 

(六) 公司營運計劃書 

1、 檔案名稱：請依照格式團隊名稱-決賽-作品名稱 

2、 中英內容不拘，總頁數 10頁為限(不含封面、摘要、附件) 

3、 計劃書內容： 

(1) 封面／目錄 

(2) 公司介紹（優勢及核心競爭力、公司願景） 

(3) 產品與服務（簡述內容、競爭優勢） 

(4) 市場分析 

(5) 營運計畫（短中長期營運計畫、供應商、員工及設備） 

(6) 組織與管理 

(7) 財務計畫（收支損益、現金流預測、資產負債預測、風險管理） 

(8) 附件 

(七) 創業相關課程及諮詢輔導相關時程(實際開課內容及時間逕上本校產學

營運處官網查詢) 

備註：凡團隊參加創業相關課程可視為諮詢輔導，一門課等同一次諮詢

輔導，課堂結束需由上課老師簽章輔導諮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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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賽流程說明： 

 

五、經費核撥 

(一) 競賽團隊各階段獎勵明細一覽表（注意：經費於 11/25前需核銷完畢，

11/25未動支者予以經費將被回收，12/5未核銷完畢經費者將予以主辦

單位回收！） 

階段 
補助

獎金 

案

號 
完成繳交項目 核撥經費(隊) 

完成期

限 

初賽 

評選 38

隊 

入選獎 

1萬元 

1-1 募資簡報+影片 1份 5仟元 完成繳

交即核

撥經費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2仟元 

1-3 基地使用紀錄表 1張 3仟元 

複賽 

26隊 

商品創

投獎 

最高 

10萬

元 

2-1 提供商品開發企劃書 3萬元 

8/1後繳

交後即

核撥經

費 

2-2 提供商品化成果表單 5仟元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與初賽不得重複) 
2仟元 

1-3 基地使用紀錄表 1張 

(與初賽不得重複) 
3仟元 

2-3 
獲外部資金補助額度 12萬，提供證明文件(募

資成果/產學合作) 

每隊最高補

助 6萬元 

階段 

報名期程 

評審方式 

結果公告 

獎項/隊伍數 

獎金 

繳交文件 

評審項目 

初賽 

即日起至4/25止 

書面審查 

5/9 

入選獎38隊 

1萬元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8目「報名文件」初賽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二
款「評審辦法」初賽 

複賽 

4/26~7/18止 

書面審查 

8/1 

商品創投獎26隊 

依明細說明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8目「報名文件」複賽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二
款「評審辦法」複賽 

決賽 

7/19~9/26止 

口頭簡報及實體展示 

10/14 

創業獎6隊、佳作8隊 

依明細說明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8目「報名文件」決賽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二
款「評審辦法」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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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6隊 

創業獎 

最高 

15萬

元 

3-1 

創業營運成果書 

1.工商登記證 

2.111年公司月營收財務報表(至少 1個月) 

4萬元 

10/14後

繳交後

即核撥

經費 

2-3 
獲外部資金補助累計複賽金額達 30萬，提供

證明文件(募資成果/產學合作)  
8仟元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2仟元 

決賽 

8隊 

佳作獎 

1萬元  參與校慶展演活動 5仟元 

展演後

即核撥

經費 

 

(二) 規範 

本次競賽獲選之各階段團隊，將獲取該階段材料費補助，但需依據「教

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校主計室規範辦理，團隊

須檢附資證明支付事實之收據、發票或相關單據核實列支，由本校產學

營運處自教育部計畫核發補助金額予團隊，採實報實銷制。 

(三) 可核支項目如下： 

1、 材料費：技術執行所需之成果製作材料費，每品項單價勿超過 3,000

元。若總價 1萬元(含)以上需先提供報價單，待請購核可後始可購

買並提供收據。 

2、 印刷費：DM費、海報、大圖輸出等。 

3、 雜支：參與競賽所需之文具用品、紙張等相關耗材，僅可支應補助

經費總額之 6%。 

4、 出席費、諮詢費、出席費：以邀請非本機關以外之學者及產業專家，

輔導新創團隊之輔導諮詢費，2,500元/人次。 

5、 交通費：邀請各業專家學者之交通費用，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及「各機關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編列，檢

據核實報支。不得用於學生交通費。 

6、 工讀金：支用原則依勞動部相關規定辦理，僅限於本校初賽及複賽

入選隊伍報支，校外及決賽隊伍不適用本項。 

六、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以發表或未

發表之概念、作品及圖像等。 

(二) 經查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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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亦有權利取消其競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項等。 

(三) 參賽團隊於競賽期間之各項資料，其相關智慧財產權為參賽團隊所有，

但須無償授權本校使用，授權使用範圍僅限於活動宣傳推廣、活動相關

紀錄與成果發表展示，不得作為營利之用。 

(四) 參加競賽之簡報檔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五)敬請密切注意各項活動期程及如期完成相關配合事項。 

(六)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活動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未盡

事宜，承辦單位有最終修訂之權利。 

七、活動窗口 

承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學營運處 

聯絡窗口：林逸婕、張旭男 專任助理 

連絡電話：04-23924505 #2628、#2635 

E-mail： A0352@ncut.edu.tw / riva@ncut.edu.tw 

地址：41170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57號 工具機學院大樓產學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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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基本團隊資料 

申請資料 

團隊名稱  團隊主要技術創意  

團隊名冊 3至 6人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代表人 

(隊長)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公司負責人/CEO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成員 1 

□畢業生(限 1名)：____學年度畢業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美術與產品設計 

□程式與核心技術管理 

□財務規劃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成員 2 

□畢業生(限 1名)：____學年度畢業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美術與產品設計 

□程式與核心技術管理 

□財務規劃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成員 3 

□畢業生(限 1名)：____學年度畢業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美術與產品設計 

□程式與核心技術管理 

□財務規劃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成員 4 

□畢業生(限 1名)：____學年度畢業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美術與產品設計 

□程式與核心技術管理 

□財務規劃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111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 

「金牌創業家」競賽活動簡章 

 
 

【附件一】基本團隊資料 

姓名 身分資格 工作職掌 

成員 5 

□畢業生(限 1名)：____學年度畢業 
□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原民生 

□國際生(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美術與產品設計 

□程式與核心技術管理 

□財務規劃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校  系所簡稱 ________系 

指導老師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職稱  

在職單位  

連絡電話(學校)  分機: 

手機  

信箱  

專長領域  

經費授權帳號 

(限勤益校內教師適用) 

 

 

主辦單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智慧臺中創客基地 

創客基地 

單位聯絡人 
林逸婕 職稱 專任助理 

電話 0423924505分機 2628 

E-mail A0352@ncut.edu.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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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賽聲明切結書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請自製清晰簽名圖檔 jpg.編輯於 WORD檔之中） 

 

【參賽聲明切結書】 
本人因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1年『金牌創業家競賽』，除保證確實了解

參賽規則及遵守評選之各項規定之外，茲同意並承諾下列事項： 
一、本人證明所填寫及提供之相關報名文件各項資料確實無誤，同時符合主辦單位所制定之競賽規定，

若查有不實者，主辦單位可隨時取消本人競賽資格，若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得以賽後追討已發

放之競賽獎金。 

二、得獎作品如有仿冒抄襲等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資格，並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 

三、獎位遞補，如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以賽後追討已發放之競賽獎金。 

四、創業獎項之禮券獎金應依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五、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臨時狀況，蓋依評審委員決議行之。 

六、凡進入三階段入隊伍之參賽作品，皆有權益與義務配合 111年創客基地所需展演活動中展示。 

七、智慧財產權部分：專利法（發明、新型、新式樣）、商標法（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產地

標示等）、著作權法（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

品種及種苗法、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的部分） 

八、本人絕對遵守競賽規範與評審決議。 

九、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或競賽規範而遭淘汰，絕無異議。 

 

主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學營運處 

 

參賽者親筆簽名：（所有參賽者親簽於下列） 

                             

            隊長(1位) 

 

                                        

            隊員(2-5位) 

 

                                        

            指導老師(1位) 

 

                                        

 

 

 

日期：民國 11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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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賽聲明切結書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請自製清晰簽名圖檔 jpg.編輯於 WORD檔之中）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本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111年金牌創業

家競賽」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電話、E-MAIL及照片等。 

3. 您同意本校因活動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

並同意本院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

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

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本校得拒絕

之。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校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

或本校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

等情形，本校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同時，

您對自己所有之個人資料，須負保密責任，若因洩露第三者，導致個人資料外

洩、遺失，請自行負責。 

7.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校

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請打勾） 

 

 

隊長 1位:              (本人簽名) 

 

隊員(2-5位):            (本人簽名) 

 

指導老師：               (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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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身分證明文件每位團員皆須填寫(學生證、在學證明、畢業證書) 

【在校生專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女 □男 

具原住民身分 □是_________族   □否 

具國際生身分 □是_________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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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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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身分證明文件每位團員皆須填寫(學生證、在學證明、畢業證書) 

【畢業生專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女 □男 

具原住民身分 □是_________族 □否 

具外國籍身分 □是_________國籍 □否 

畢業學校/系所  畢業學年度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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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 A4大小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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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基本門檻與加分項目相關證明文件 

創業核心項目 
□企業需求技術製造商品化類 

□創新創業文化創意教育服務類 

基本門檻 

1.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是 □否 

2.具商品販售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募資平台)  □是 □否 

3.商品設計或品牌曾獲獎者 □是 □否 

4.於 110至 111年之間成立公司（具商工登記證） □是 □否 

5.曾修習過創新創業相關課程研習者（專利/技轉/創業/商管） □是 □否 

6.參加歷年全國黑客松競賽(教育部、內政部….) □是 □否 

7.團隊有商業管理學院(商管/工管/流管/企管/資管)之成員 □是 □否 

加分項目 

8.提供一個實體商品(app軟體畫面截圖/產品/樣品) □是 □否 

9.參與歷年創業補助計畫入圍或 111年投件者(U-start、Fiti…) □是 □否 

10.參與創客師培育並完成研習 □是 □否 

11.參與「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衍生之團隊 □是 □否 

12.參與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是 □否 

基本門檻與加分項

目相關證明文件 

(若本列不敷使

用，請自行增加) 

證書 1 

A4比例 

證書 2 

A4比例 

證書 3 

A4比例 

證書 4 

A4比例 

 

【附件五】公司營運規劃書 

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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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1 年金牌創業家競賽  

公司 /品牌企畫書  
 

 

【入圍初賽 38隊報名主要評分文件】 
 

 

隊名: 

隊員: 

指導老師: 

學校: 
 

 檔案名稱:請依照格式團隊名稱-初賽-作品名稱(團隊報名表) 

 內容中英文不拘，總頁數 20頁為限(不含摘要、參考資料、附件)。 

 字體：12字級(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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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司營運規劃書 

 

目     錄 

 

一、創業理念摘要（300字內） 

 

二、公司/品牌介紹(公司願景及目標、業務／服務內容、問題與解決方案) 

 

三、產品與服務 

 

四、市場分析（SWOT、目標市場、競爭對手、定價目標、行銷計畫） 

 

五、營運計畫（短中長期計畫、產品／服務配運程序） 

 

六、組織與管理（公司結構、人力資源） 

 

七、財務計畫（收支損益預測、現金流量預測、資產負債表預測） 

 

八、參考資料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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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司營運規劃書 

 

【第一章 創業理念摘要】（300字內） 

【第二章 公司/品牌介紹】(公司願景及目標、業務／服務內容、問題與解決方

案) 

【第三章 產品與服務】 

團隊名稱(所屬學校) 商品化之核心技術 起始年月 

 

 
 2022年 3月 

1.預期技轉對象(公司名稱) 

已技轉且未有相關保密協議者請填列 
預期技轉期程 預期技轉金額 

 

______年___月 

至 

______年___月 

 

2.預期產品行銷通路與合作夥伴 

 

 

 

 

【第四章 市場分析】（SWOT、目標市場、競爭對手、定價目標、行銷計畫） 

【第五章 營運計畫】（短中長期計畫、產品／服務配運程序） 

【第六章 組織與管理】（公司結構、人力資源） 

 

【第七章 財務計畫】（收支損益預測、現金流量預測、資產負債表預測） 

【第八章 參考資料及附件】 

 

董事長/負責人 

(姓名) 

行政人事長 

(姓名) 

人力資源 文書統計 

財務部長 

(姓名) 

會計出納 證券組 

銷售部長 

(姓名) 

市場拓展 國內銷售 

國際貿易 

研發部長 

(姓名) 

電子開發 化工開發 

總經理 

(姓名) 

秘書長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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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為規劃競賽期程(3-10月)預定達成目標 

※每項目達成後可經由主辦單位核撥相關經費※ 

競賽團隊各階段獎勵明細一覽表 

階段 
補助

獎金 

案

號 
完成繳交項目 核撥經費(隊) 

初賽 

評選 38

隊 

入選獎 

1萬元 

1-1 募資簡報+影片 1份 5仟元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2仟元 

1-3 基地使用紀錄表 1張 3仟元 

複賽 

26隊 

商品創

投獎 

最高 

10萬

元 

2-1 提供商品開發企劃書 3萬元 

2-2 提供商品化成果表單 5仟元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與初賽不得重複) 
2仟元 

1-3 基地使用紀錄表 1張 

(與初賽不得重複) 
3仟元 

2-3 
獲外部資金補助額度 12萬，提供證明文件(募

資成果/產學合作) 

每隊最高補

助 6萬元 

決賽 

6隊 

創業獎 

最高 

15萬

元 

3-1 

創業營運成果書 

1.工商登記證 

2.111年公司月營收財務報表(至少 1個月) 

4萬元 

2-3 
獲外部資金補助累計複賽金額達 30萬，提供

證明文件(募資成果/產學合作)  
8仟 

1-2 諮詢輔導表 2張 2仟 

 

10/14(五)總決賽競賽獎勵明細 

第一名 15萬（內含 2萬元禮券） 

第二名 10萬（內含 2萬元禮券） 

第三名 8萬（內含 2萬元禮券） 

佳作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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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募資簡報/影片 

團隊名稱  

指導教師 姓名： 單位/職稱： 

團隊負責人 姓名： 
電話： 

信箱： 

募資影片 
影片連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募資平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募資簡報 

1.本表請上傳至線上報名系統 ppt.  

2.檔案名稱設定： 

團隊名稱「金牌創業家」募資簡報 +日期 (ppt.檔)   

範例                       

3.檔名錯誤導致信件遺漏缺收，敬請自行負責。 

4.完成繳交即核撥團隊補助經費 5仟元 

 



   111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 

「金牌創業家」競賽活動簡章 

 

【1-2】「金牌創業家」競賽【諮詢/課程輔導表】記錄單 

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計畫 

團隊名稱  

指導教師 姓名： 單位/職稱： 

諮詢業師 姓名： 單位/職稱： 

日期及時間 111年 00月 00日 00時 00分至 00時 00分 

諮詢輔導內容 

或 

資訊輔導建議 

(100-200字) 

 

輔導諮詢畫面 

(會議室截圖) 

畫面拍攝重點 

 

※線下實體：同桌諮詢畫面照片乙張。 

 

※線上會議：全員參與者(含講師)開啟鏡頭截圖，畫面內需截錄時間乙張。 

諮詢業師 

簽名 
參與成員簽名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1.本表請上傳至線上報名系統，檔案名稱設定：  

團隊名稱「金牌創業家」諮詢輔導表 +日期 (word檔)   

範例                       

2.繳交 2張完成即核撥團隊補助經費 2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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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地預約表或使用基地紀錄表 

使用空間  使用設備  

團隊名稱  使用/預約者  

使用日期

及時間 
111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初賽報名) 04月 25日前 

預約時間 111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請
提
供
四
張
照
片 

空
間/

設
備
使
用
照
片 

橫式照片 1
 

橫式照片 2
 

橫式照片 5
 橫式照片 4

 

 

1. 線上空間預約系統(https://reurl.cc/ZrvQnp) 

2. 適用借用空間 【金工區】、【電工區】、【雷雕區】、【3D快速成型區】 

3. 完成繳交至線上報名系統即核撥團隊補助經費 3仟元 

 

 

https://reurl.cc/ZrvQ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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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品開發企劃書格式範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1年度「金牌創業家」 
 

創業團隊商品開發企劃書  

 

【入圍複賽 26隊報名主要評分文件】 
 

 

 

隊名: 

隊員: 

指導老師: 

學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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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品開發企劃書格式範例 

目     錄 

一、商品概念簡述(300字)  

二、商品介紹及價格分析  

三、商品定位及市場性 

四、商品上市時程規劃 

五、行銷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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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品開發企劃書格式範例 

【第一章 商品概述】 300字 

介紹團隊商品開發過程及異業合作等內容。  

【第二章 商品介紹及價格分析】  

1. 開發商品內容說明(包含各項提案商品之類別、設計概念等)  

2. 規格及造型(敘述提案商品材質、規格、外包裝、成份、售價、設計圖等) 

商品材質  售價 $_______新台幣 

規格(cm)  成份  

產品設計圖 外包裝設計圖 

正視圖(前)(後) 正視圖(前)(後) 

側視圖(左)(右) 側視圖(左)(右) 

仰視圖(上)(下) 仰視圖(上)(下) 

3. 成本分析(依商品組成原件、外包裝等分別預估成本)  

商品名稱  商品售價 $_______新台幣 

成本明細 

原件 1 

單價 

$_______新台幣 

原件 2 
$_______新台幣 

商品成本 
$_______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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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品開發企劃書格式範例 

【第三章 商品定位及市場性】  

1. 各項商品發行數量  

2. 商品主要客群、比較國內外商品特性分析  

 

【第四章 商品上市時程規劃】 說明商品開發之流程、製程(包含開模、製

造等)、上市販賣等作業時程 (可自行設計甘特圖) 

項目/時程 2022/4 2022/5 2022/6 2022/7 

設計開發     

開模打樣製造     

上市販售     

 

【第五章 行銷推廣】  

1. 推廣方式 (條列式說明 3-5項) 

2. 市場行銷通路建議(條列式說明 5-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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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商品開發企劃書格式範例 

 

加分項目相關證明文件(與初賽階段無重複項目)，每項 4 分 

 

創業核心項目 
□企業需求技術製造商品化類 

□創新創業文化創意教育服務類 

加分項目 

1.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是 □否 

2.具商品販售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募資平台)  □是 □否 

3.商品設計或品牌曾獲獎者 □是 □否 

4. 於 110至 111年之間成立公司（具商工登記證） □是 □否 

5.曾修習過創新創業相關課程研習者（專利/技轉/創業/商管） □是 □否 

6. 參加歷年全國黑客松競賽(教育部、內政部….) □是 □否 

7.團隊有商業管理學院(商管/工管/流管/企管/資管)之成員 □是 □否 

8.提供一個實體商品(app軟體畫面截圖/產品/樣品) □是 □否 

9.參與歷年創業補助計畫入圍或 111年投件者(U-start、Fiti…) □是 □否 

10.參與創客師培育並完成研習 □是 □否 

11.參與「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衍生之團隊 □是 □否 

12.參與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是 □否 

基本門檻與加分項
目相關證明文件 

(若本列不敷使
用，請自行增加) 

證書 1 

A4比例 

證書 2 

A4比例 

 

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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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商品化成果表單 

學校、科系: 

指導老師： 

合作製造廠商/公司： 

專家業師：  任職： 

創作團隊(學生)： 

科系 姓名 

  

  

  

※至少 3人 
 

商品名稱： 

商品意涵簡述： 

1. 請簡述作品創作靈感、創作方式、商品效益等(250字)。 

2. 條列式說明商品特色與功能使用 3-5項。 

商品照片：請檢附至少四張作品照片、製作實況照。 

正視圖(前) 側視圖(左) 

正視圖(後) 側視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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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取得外部資金情形表 (補助 50%計畫經費，最高上限 6萬) 

單位名稱 計畫/募資/競賽名稱 金額 型態(補助/獎勵/投資) 

群眾募資 

□嘖嘖 zeczec 

□flyingV 群眾募資平台 

□挖貝 WaBay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經濟部 

創業家實證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婦女創業飛雁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新創事業獎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https://www.zeczec.com/
https://www.zeczec.com/
https://wabay.tw/
https://wabay.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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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企業小頭家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文化部 

文化創意業創業圓夢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科技部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590&ctNode=60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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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矽谷創新創業平台計畫

(TIEC)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預見新創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產學合作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亞洲矽谷創新創業鏈結計畫

(TITAN)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國家發展

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

資方案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台灣新創競技場(TSS)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Triple)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勞動部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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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社會創新創意提案競賽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創業貸款補助辦法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農業委員

會 

農民學院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客家委員

會 
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原住民族

委員會 
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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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及青年創業

貸款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

會 

創櫃板及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畫 

 □已獲補助計畫金 

□投資募款資金 

□已通過補助或參與 

□已達技轉或專利證明 

取得外部資金總金額 120,000  

計畫補助 50% 60,000  

以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需明示相關金額) 

若經查證如有任何不屬實作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 

主辦單位亦有權利取消其競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項等。 

 

審查單位 承辦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 

 

1.本表請上傳至線上報名系統，檔案名稱設定： 

團隊名稱「金牌創業家」取得外部資金情形表 +日期 (word檔)   

範例    

2.繳交完成即核撥團隊補助經費，依取得外部資金總金額計畫補助 50%。 

 

http://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432&parentpath=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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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創業團隊營運成果書 

 

 

 

 

111年度「金牌創業家」 

創業團隊營運成果  

 

 

【入圍決賽 14隊報名主要評分文件】 
 

 

 

 

學校名稱：  

創業團隊名稱： 

設立公司行號(籌備處)名稱： 

執行期間：111年 3月 至 10月 

團隊代表人暨公司負責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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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團隊/公司行號概況 

二、營運及財務狀況 

三、經營團隊 

四、核心能力與實績 

五、經營理念、策略及其他 

六、工商登記證 

 

 

 

※結案報告本文頁數以 20頁為原則 

撰寫格式為 A4 紙、12 級以上字體，上列項目敬請如實填寫。 

 

若經查證如有任何不屬實作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 

主辦單位亦有權利取消其競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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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團隊/公司行號概況】 

1. 原核定團隊名稱： 

2. 設立公司行號(籌備處)名稱：  

3. 創立/設立日期： 

4. 負責人： 

5. 公司簡介概況（300字內）： 

6. 主要股東及持股比例(若無本欄位可刪除)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合   計   

【第二章 營運及財務狀況】 

1. 經營狀況：說明公司行號(籌備處)主要經營之產品項目及目前銷售業績 

2. 產品銷售方式、銷售據點及分佈、銷售通路與主要客戶 

3. 111年公司月營收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月份 ___月至__月  共計月份 ___季___月  

收入 金額 其他收入 金額 

總銷售額 

 

出售資產獲益 (虧損)   

收入明細 1   利息收益   

收入明細 2   其他收入總計   

淨銷售額 

  

  

支出 金額 支出 金額 

可自行增減非必要項目 

 

事務費用 

 廣告 

 

日用品 

 分期償還 

 

電話 

 呆帳 

 

旅遊 

 銀行手續費 

 

公用事業費用 

 慈善捐贈 

 

車輛費用 

 佣金 

 

工資 

 契約人工 

 

支出總額 

 折舊 

   會費與訂閱費用 

   員工福利計劃 

   保險 

  

  

利息 

  

  

法律與專業費用 

  

  

授權與相關費用 

 

總營收 金額 

其他 

 

淨收益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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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營團隊】  

1.公司組織圖 

 

2.公司成員及工作執掌 

姓名 職稱 工作執掌 

   

   

   

【第四章 核心能力與實績】(條列式說明 5-10項) 

 

【第五章 經營理念、策略及未來發展】(簡述 200字與條列式說明 5-10項) 

 

【第六章 工商登記證】佐證 A4圖乙張 

 

 

 

董事長/負責人 

(姓名) 

行政人事長 

(姓名) 

人力資源 文書統計 

財務部長 

(姓名) 

會計出納 證券組 

銷售部長 

(姓名) 

市場拓展 國內銷售 

國際貿易 

研發部長 

(姓名) 

電子開發 化工開發 

總經理 

(姓名) 

秘書長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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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項目相關證明文件(與初賽/複賽階段無重複項目)，每項 4 分 

 

創業核心項目 
□企業需求技術製造商品化類 

□創新創業文化創意教育服務類 

加分項目 

1.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是 □否 

2.具商品販售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募資平台)  □是 □否 

3.商品設計或品牌曾獲獎者 □是 □否 

4. 於 110至 111年之間成立公司（具商工登記證） □是 □否 

5.曾修習過創新創業相關課程研習者（專利/技轉/創業/商管） □是 □否 

6.參加歷年全國黑客松競賽(教育部、內政部….) □是 □否 

7.團隊有商業管理學院(商管/工管/流管/企管/資管)之成員 □是 □否 

8.提供一個實體商品(app軟體畫面截圖/產品/樣品) □是 □否 

9.參與歷年創業補助計畫入圍或 111年投件者(U-start、Fiti…) □是 □否 

10.參與創客師培育並完成研習 □是 □否 

11.參與「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衍生之團隊 □是 □否 

12.參與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是 □否 

基本門檻與加分項
目相關證明文件 

(若本列不敷使
用，請自行增加) 

證書 1 

A4比例 

證書 2 

A4比例 

 

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