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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國立臺北大學 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活動報名簡章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新創產學發展中心 

依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競賽宗旨  

本競賽為鼓勵學生探索興趣與潛能，激發創意想法，培養創業知能與學習團隊合作，

使學生體驗從零開始一步步將創意轉化為創新產品，從中獲得豐富學習經歷，輔以完整輔

導機制鏈結創業資源，培育具創新創業精神之人才。 

二、 競賽內容  

（一）競賽名稱：2023 國立臺北大學 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二）提案內容：以「創意概念構想說明」為主，舉凡設計創新產品、解決社會問題及永續

經營、規劃創新服務或經營模式都可作為提案主題。  

三、報名資格  

（一）全國大專院校在校生，團隊成員需至少包含兩名臺北大學在籍學生。  

（二）參賽團隊人數須三人（含）以上，六人以下，每隊需設代表人一名，以利團隊聯繫

（代表人建議由下學期仍為臺北大學在校生之成員擔任）。 

（三）可跨系跨校組隊，但個人不能跨隊重複報名。 

（四）團隊指導老師至少 1名，且不列入參賽成員。  

（五）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 

（六）已成立公司者不得參加本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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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資訊  

（一）報名階段：線上報名及線上投件 

1. 開放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4月 21 日(五) 

2. 線上報名： 

請至官網（http://www.cie.ntpu.edu.tw）或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PUCIE)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xlgdzz ，一

併提交隨附應繳資料。  

3. 應繳交資料： 

（1) 團隊報名表（附件一） 

（2) 提案計畫書（附件二） 

（3) 參賽切結書（附件三） 

4. 文件撰寫格式： 

（1) 計畫書內容 20頁以內（不含封面頁、目錄、附錄、及參考資料）。 

（2) 以 A4規格紙張直式排版，12級以上字體並編排頁碼，並以 PDF格式繳交上傳 

（3) 計畫書建議內容可參考附件二 

5. 資料不全者，恕無法受理報名。 

（二）決賽階段：  

1.決賽簡報繳交時間：112年 5月 10 日(三)截止收件。 

2.入圍決選之團隊，請 5月 10日(三)前繳交提案簡報電子檔，並於 5月 12日(五)進

行六至十分鐘之口頭簡報。 

3.決賽口頭簡報以實體為主，若遇不可抗力如疫情影響，則改為線上舉辦。 

五、競賽流程  

本活動規劃時程及說明如下： 

 

 

https://reurl.cc/xlgd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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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階段  活動期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初審 即日起至  

4月 21日(五) 

1.線上填寫報名表  

2.應繳資料隨附報名

表提交 

至官網或臉書粉專下載

計畫書範本及線上報

名。 

＊請報名團隊同時開始

進行決賽簡報的準備 

初選結果 

公布 

5月 1日(一)  進行書面審查後，公

布初審審查結果。 

於官網及粉專公告通過

初選團隊，並寄送

Email 通知。 

決賽 

（口頭簡報） 

5月 12日(五)  

 

5月 10日(三)前，將

簡報檔寄至創新創業

中心信箱。 

cie@gm.ntpu.edu.tw 

通過初審的團隊修改及

補充初選計畫書後，於

現場口頭簡報（若遇疫

情，則改線上）。 

決選結果公布 5月 19日(五)  公布決選審查結果 於官網及粉專公告最終

獲選團隊，並寄送

Email 通知。 

頒獎典禮 5月 26日(五)  頒獎典禮於(圖書館 B1

後方)新創產學發展中

心舉行，時間將再另行

公告。 

若有異動依中心網站公告為主。 

 六、評選方式  

（一）初選 （第一階段評選） 

1. 截止收件後，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委員擇期召開評選會議進行書面評選作業。 

 

mailto:cie@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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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  比重  詳細說明 

創新性  30％  計畫理念的創新重點以及其獨特性。 

可行性  30%  計劃理念及實行方式是否具體、實踐之可能性。 

書面表達  40% 計畫書是否完整且清楚地表達計畫理念與實行方

式、 計畫評估是否全面且充份。 

 

（二）決選（第二階段評選） 

1.入圍決選團隊須於繳件截止日前，依規定繳交決選口頭簡報電子檔（格式須為

Powerpoint)，檔案繳交後不得變更，決選當日將以該資料做為評比。 

2.入圍決選之團隊，於指定日期進行六至十分鐘之現場簡報，接續評審問答採統問統

答進行。 

評分內容  比重  詳細說明 

創新性  30％  計畫理念的創新重點以及其獨特性。 

可行性  30%  計劃理念及實行方式是否具體、實踐之可能性。 

總體表現  40% 簡報是否完整且清楚地表達計畫理念與實行方式、 

計畫評估是否全面且充份。 

 

七、競賽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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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項：  

獎勵方式 說明 

第一名 全隊獎金 30,000 元 

第二名 全隊獎金 20,000 元 

第三名 全隊獎金 10,000 元 

佳作（3組） 每隊獎金各 5,000 元 

 （二）獲得名次及佳作之團隊可獲得創新創業中心進駐資格。  

 （三）以上獲獎團隊每人獲發獎狀一只。  

備註：各獎項得不足額或從缺，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情形調整評選作業方式 

及標準。  

八、參賽團隊之注意事項（務必詳閱）  

（一）參賽團隊未依規定繳交各項參賽文件及相關資料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二）參賽團隊應保證所提供之所有資料為真實及正確，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主辦單位將取

消競賽及得獎資格，衍生之法律侵權事件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三）參賽團隊之參賽提案內容不得有抄襲或代勞情事。 

 (四）報名參賽團隊視為同意本競賽之相關規則，且已詳讀所有規定。如有違反之處，視同參

賽團隊退出此競賽，或放棄其得獎名次與獎金；如已獲得獎勵，則撤銷並追回獲得之獎

金及獎狀。主辦單位得另行決定遞補或缺額不補。 

 (五）獎金之核撥採匯款方式，匯款金額為獎金扣除相關手續費後之餘額。 

（六）歷屆曾獲此組別獎項或曾獲得全國性、跨校性創業競賽前三名之團隊，不得以相同主題

作品重複參賽。 

（七）如獲獎後經查證違反參賽資格，須歸還競賽獎金及獎狀，及支付相關輔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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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

意事項將公佈於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九、參賽團隊之權利與義務（務必詳閱） 

（一）參與計畫期間可於進駐期間內依規定免費使用中心場地。 

（二）參與計畫期間優先參與中心舉辦之系列優質講座、工作坊。 

（三）執行成果優秀團隊可獲推薦參與「教育部 U-Start計畫」。 

（四）可獲主辦單位安排業師輔導諮詢。 

（五）參賽團隊須報名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可望申請到 10萬元補助金。 

（六）每月需至少召開兩次團隊會議，並於期末報告檢附會議記錄。 

（七）團隊應於計畫期間以照片、圖片、文字記錄執行狀況，每月底前填寫每月進度報告並於

計畫期程結束時彙整成冊，統整繳交期末報告提供臺北大學新創產學發展中心存查。  

（八）參賽團隊使用中心場地後，應履行清潔場復之義務，共同維護中心之整潔。 

（九）團隊需配合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的相關成果發表會活動，並提供 Prototype 於活動中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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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團隊申請報名表（團隊成員至少三位，超過可自行增加空格） 「須填寫後線上上

傳」 

2023 國立臺北大學 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團隊申請報名表」 
 

團隊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聯絡電話  

單位/職稱  

Email  

團隊成員 

團隊成員一（代表人）  

姓名  系級  

學號  Email  

手機  Line ID  

團隊成員二  

姓名  系級  

學號  Email  

手機  Line ID  

團隊成員三  

姓名  系級  

學號  Email  

手機  Lin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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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一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團隊成員二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團隊成員三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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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四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團隊成員五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團隊成員六之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正面 反面 

 

（團隊成員 4~6人時始須附上此頁，得自行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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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提案計畫書形式不拘，順序得自行移動，但必須包含下列十項） 

一、團隊名稱與成員介紹 

二、創業動機 

三、產業、核心產品與服務介紹 

四、市場研究與分析 

五、競爭者分析 

六、行銷計畫 

七、營運計畫 

八、財務規劃 

九、績效指標（短、中、長期目標） 

十、計畫通過後之六個月內創業進度規劃（參 「九、參賽團隊之權利與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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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參賽切結書 「須填寫親筆簽名後線上上傳」 

2023 國立臺北大學 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參賽切結書」 

本團隊＿＿＿＿＿＿ 已確實瞭解「2023 創新創業提案競賽」之規則，並同

意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1.團隊須保證其計劃書為原創作品，並無抄襲仿冒情事。  

2.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及訴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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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不負

擔任何法律責任。 

3.若已接受其他單位創業輔導者，須事先告知。 

4.請務必於期限內繳交規定文件。  

5.團隊若經證實違反上述規定者，本中心將有權取消進駐資格。  

6.凡報名提案競賽計畫，即視同同意本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規則如

有未盡事宜，本中心擁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立書人簽章：（申請團隊每人須親自簽名） 

1. 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