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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函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聯絡人：林倫瑩

電子信箱：lunying@must.edu.tw

聯絡電話：03-5593142#2618

傳真電話：03-5571379

受文者：國立高雄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明新（研）字第107001072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微型創業類簡章、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社會創

業類簡章、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微型創業類海報、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

─社會創業類海報(1071201666_1_ATTCH1.pdf、1071201666_2_ATTCH2.pdf、107

1201666_3_ATTCH3.jpg、1071201666_4_ATTCH4.jpg)

主旨：檢送本校舉辦「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敬請惠予公告

並鼓勵師生團隊踴躍參與，活動資訊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明新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辦「2018

萌芽盃創業競賽」，鼓勵大學青年以研發成果衍生商品價

值或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組織創業團隊，發揮所

學並將創意化為具體的創業執行計劃，持續點燃校園創業

火種。

二、參賽資訊如：

(一)競賽組別：

１.微型創業類：想從師生的研發成果衍生商品價值去創

立自己的事業，但非社會創業。

２.社會創業類：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創業核心。

(二)參賽資格：全國具學籍之大專院校及技術學院學生均可

報名參賽。每隊由4~6位組員組成。鼓勵跨系、跨院或

1

國立高雄大學 1071011

*1070016637*



92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跨校組成團隊，但應指派一人為隊長與聯絡人，以利主

辦單位聯繫。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10月31日(星期三)止。

(四)報名方式：寄送報名表格至承辦人信箱。

三、競賽簡章下載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47/

index.php/2017-03-08-05-47-03/145-sbir。

四、聯絡窗口：

(一)微型創業類：明新科技大學化學與材料工程系 蘇小姐

，電話：03-5593142＃3357，E-mail：miranda@must.ed

u.tw。

(二)社會創業類：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惠小姐

，電話：03-5593142#3501，E-mail：huey@must.edu.tw

。

五、隨文檢附活動簡章乙份及宣傳海報電子檔，惠請協助公告

。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研發處育成中心、行銷系朱希亮老師、化材系夏一民老師 2018-10-11
14: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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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微型創業類」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緣起 

教育部希望透過計畫引導大學青年創業團隊相互學習，共同成長，跨出青年創業的

重要一步，持續點燃校園創業火種。 

二、 競賽時程 

     初賽：107年 11月 7日（三）13:00~16:00 

     決賽：107年 11月 23日（五）13:00~16:00 

三、 報名資格 

⚫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 團隊代表人來自全國大專院校，人數上限 5人，可跨校組隊。 

⚫ 每組團隊可依需求邀請 1位校內指導老師參與，不列入報名必備資格。 

四、 活動內容 

(一) 競賽主題：創業主題不設限，需具有商業實踐之可行性。 

(二) 競賽階段： 

1. 書面審查：每類競賽優選合適團隊參與初賽 

2. 初賽：每類競賽各 8組團隊可晉級 

3. 決賽：每類競賽前 3名獲優勝 

五、 報名流程 

(一) 報名及收件時間：自 107年 10月 5日至 107年 10月 31日止 

(二) 報名所需文件：需於收件時間截止前將下列文件合併為一個電子檔（PDF，檔名：

萌芽盃+競賽類別+團隊名稱）寄至 miranda@must.edu.tw 

(三) 競賽報名表：如附件一 

mailto:miranda@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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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介紹：如附件二 

       創業計畫書撰寫格式，將於創業工作坊培訓課程中詳細說明。 

(四) 書面審查結果公告：107年 11月 2日（五）於明新科技大學化材系網站公告，並

另行通知入選隊伍。 

六、 評審流程 

(一) 書面審查：由具創新創業專長與實務經驗之校內教師進行審查 

(二) 初賽與決賽：由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評分項目: 

No.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1  創新、獨特性及其貢獻價值 30%  

2  營運模式完整性 25%  

3  市場及競爭分析 20%  

4  可行性評估 15%  

5  領導與團隊 10%  

總計 

 

100%  

七、 競賽獎勵 

(一) 本次競賽參與初賽團隊，團隊成員每人皆可獲得參賽證明。 

(二) 初賽獎勵：入圍決賽團隊，皆獲得獎狀一只。 

(三) 決賽獎勵：第一名獎金 10,000元、第二名獎金 6,000元、第三名獎金 3,000元。 

八、 參賽注意事項 

(一) 得獎作品如有仿冒、抄襲、拷貝或侵權行為，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

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將追回原獎金、獎狀，其違反智慧財產相關法令

部分由當事人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 不得以未經主辦單位檢核之內容參賽，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遞補；

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將追回原獎金、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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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者需同意提供參賽之作品簡報及相關影像將無償授權主辦單位透過任何媒體

或於相關活動中進行出版、展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發表等

利用之行為，並擇適當位置標示參賽團隊名稱。 

(四)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五)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增訂之。 

九、 活動洽詢 

明新科技大學化材系  

Email    miranda@must.edu.tw 

TEL    03-5593142＃3357 

十、 指導單位 

教育部 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十一、 主辦單位 

明新科技大學 研發處 

十二、 協辦單位 

明新科技大學 化材系、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mailto:miranda@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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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微型創業類」報名表 

團隊名稱  

所屬學校  

指導老師 
姓名  電話  

Email  

代表人 
姓名  電話  

Email  

成員 

姓名  電話  

Email  

姓名  電話  

Email  

姓名  電話  

Email  

姓名  電話  

Email  

注意事項 

參賽者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1) 本活動評分標準由主辦單位議定之，評分結果以評審委員意見為準，參

賽團隊不得有異議。 

(2) 如有規定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由主辦單位決定之。 

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團隊成員均須親自簽名） 

日期︰      年＿＿＿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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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微型創業類」參賽團隊簡介 

團隊名稱  

所屬學校  

團隊成員  

團隊介紹  

創業理念  

主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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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2018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社會創業類」 

活動簡章 

一、 活動主旨 

 

明新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辦「萌芽盃創業

競賽」，鼓勵大學青年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組織創業

團隊，發揮所學並將創意化為具體的創業執行計劃，持續點燃校

園創業火種。 

 

二、 主辦及協辦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協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 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採團體報名)。 

 每組參賽隊伍以 4~6 人為原則。 

 

四、 活動期程 

 

 107 年 10 月 31 日：報名及繳交作品。 

 107 年 11 月 07 日：公告初審結果，取前四名隊伍參加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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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 23 日：13:00~16:00 進行決賽。 

 

五、 參賽方式 

 

 請至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網站“下載專區”下載

活動簡章(內含報名表)。 

 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出發點，自行選定一創業主題。 

 將創業構想製作成 PowerPoint 簡報檔(建議內容至少包括：封

面、創業背景與目的、主要產品或服務、市場分析、商業模式、

行銷策略、財務規劃、經營風險評估)。 

 填妥報名表，107年 10月 31日前將報名表及作品(PPT簡報檔) 

e-Mail 至 huey@must.edu.tw。 

 

六、 培訓課程 

 

為使參賽隊伍成員更加瞭解創業應有之觀念以及提升創業計畫

書之撰寫能力，107 年 10 月 25、26 日將舉辦相關培訓課程。 

 

七、 決賽說明 

 

 決賽日期/時間：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13:00～16:00 

 決賽地點：明新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1 樓哈佛講堂 

 決賽進行方式：各組 15 分鐘簡報時間，按鈴強制結束；接著

進行評審提問及回答，時間 10 分鐘。 

 參賽隊伍請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前將檔案 e-Mail 至報名

信箱(huey@must.edu.tw)，並於總決賽當天自行帶至會場。 

mailto:huey@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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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標準 

 

階段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初審 

(簡報檔書面審核) 

創新及獨特性 25% 

社會貢獻度 25% 

營運模式完整性 20% 

市場及競爭分析 15% 

獲利方式及整體可行性 15% 

決賽 

(現場簡報與提問) 

初審成績 50% 

簡報表現 25% 

提問回應之表現 25% 

 

九、 獎勵方式 

 

 本次競賽參與初賽團隊，團隊成員每人皆可獲得參賽證明。 

 初賽獎勵：入圍決賽團隊，皆可獲得獎狀一紙。 

 決賽獎勵：第一名獎金 10,000 元、第二名獎金 6,000 元、第三

名獎金 3,000 元。 

 

十、 聯絡資訊 

 

 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惠小姐 

 電話：03-5593142 轉 3501 

 傳真：03-5593142 轉 3503 

 e-Mail：huey@must.edu.tw 

 

mailto:huey@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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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注意事項 

 

 得獎作品如有仿冒、抄襲、拷貝或侵權行為，經查證屬實，一

律取消資格，獎位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將追回原獎

金、獎狀，其違反智慧財產相關法令部分由當事人自行負責，

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不得以未經主辦單位檢核之內容參賽，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

資格，獎位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將追回原獎金、獎

狀。 

 參賽者需同意提供參賽之作品簡報及相關影像將無償授權主

辦單位透過任何媒體或於相關活動中進行出版、展覽、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發表等利用之行為，並擇適當

位置標示參賽團隊名稱。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得隨時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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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萌芽盃創新創業競賽─社會創業類」活動報名表 

參賽隊名  

所屬學校  

競賽類別 
（單選） 

■社會創業    □微型創業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長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 1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 2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 3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 4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 5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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