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創業夢不是夢」競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鼓勵學生透過競賽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創業之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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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產官學之創新服務、技術或產品，以及學生團隊畢業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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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專校院在校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國際生/在職專班)，可混合

組隊為佳。 

(2) 畢業三年內技職學生(一個團隊僅限一名) 

(3) 每一團隊需由 2-5 人組成，並設代表人 1 人（商工登記證需由

代表人申請） 

(4) 每人僅能參加 1 隊 

(5) 需有配合協助參賽之指導老師 

(6) 需使用本基地設備或空間 (使用設備或參加課程，詳細課程內

容時間逕上產學處官網查詢) 

(7) 參加本基地虛擬創投平台投件 

(8) 基本門檻：需滿足下列至少一項。 

a、 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b、 需具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 

c、 商品或品牌曾獲獎者(入選除外) 

d、 於 110 年成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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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項】佔分 20 分 

(1) 團隊有商業管理學院(商管/工管/流管/企管/資管)之成員  

(2) 滿足跨校、跨域、國際生參與 

(3) 獲得政府機關或創投機構補助之經歷(三年內) 

(4) 具營運經驗(市集/網路/實體店面) 

(5) 商品或品牌曾獲獎者(入選除外) 

(6) 於 110 年成立公司（具商工登記證） 

(7) 參加教育部中區黑客松競賽 

(8) 提供一個實體商品(軟體/app/實體/產品)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3、 報名方式：僅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detailact.php?c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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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夢不是夢。） 

初賽於 4/30 前上傳報名文件； 

複賽於 6/30 前上傳相關文件； 

決賽於 7/26 前上傳相關文件。 

4、 團隊成員媒合階段：5/3~5/4，如本階段未滿足參賽條件，則取消參

賽資格。 

5、 初賽結果公告日期：5/17(一)，選出 36 隊入選獎，進入複賽。 

6、 複賽入選隊伍公告日期:7/8(四)，選出 12 隊商品創投獎，進入決賽。 

7、 決賽暨成果發表日期：7/30(五)，選出 3 隊創業獎、9 隊佳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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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報名文件： 

【初賽】 

(1) 附件一：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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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品牌企畫書(Word/PDF 檔) 

(5) 附件五：基本門檻相關證明文件(營運證明/獲補助或得獎證明

/商工登記證或有限公司登記表/研習證明) 

(6) 附件六：加分項證明文件 

(7) 附件七：基地預約表或使用基地紀錄表 

(8) 虛擬創投平台投件（逕上平台投件） 

【複賽】 

(1) 附件一：實體作品或可供展示作品一件，上傳照片或影片。 

(2) 附件二：獲外部資金補助證明(創投平台/政府機構/廠商投資) 

(3) 附件三：公司/產品介紹 (word/pdf/ppt 檔) 

(4) 附件四：營運證明文件 

(5) 附件五：商工登記證或有限公司登記表(需已有統一編號) 

(6) 附件六：得獎證明文件 

【決賽】 

(1) 附件一：公司營運計畫書 (word/pdf/ppt 檔) 

(2) 附件二：營運證明文件 

(3) 附件三：商工登記證或有限公司登記表(需已有統一編號) 

(4) 附件四：獲補助或得獎證明文件 

(5) 附件五：實體作品或可供展示作品乙件，上傳照片或影片，口

http://incubate-online.ncut.edu.tw/detailact.php?cid=35


頭簡報時再以實體呈現。 

(二) 評審辦法：邀請創投業界專家 3 名進行評審 

1、 初賽：書面審查，評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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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複賽：由書面審查評選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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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決賽：口頭簡報及實體展示，評選出 3 隊創業獎，佳獎 9 隊。 

【評分項目】 

(1) 110 年公司成立進展情況或已進行中的營運現況 

(2) 具商業潛力之實體商品 

(3) 獲外部資金補助（創投平台／募資平台／政府機構） 

(4) 公司實際營業額 

(三) 獎勵辦法 

1、 入選獎(36 隊)：補助經費 5 仟元業務費、獎狀乙紙。 

2、 商品創投獎(12 隊)：依募資金額相對補助募資金額 50%經費(業務

費)，最高補助 8 萬元業務費、獎狀乙紙。 

3、 創業獎(3 隊)：補助計畫經費 20 萬元業務費（內含 2 萬元禮券）、

獎狀乙紙。 

4、 佳作(9 隊)：獎狀乙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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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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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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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0.05.18-110.06.30 創業相關課程 6 堂 工具機學院大樓創客基地 

110.07.30-110.09.01 創業相關課程 6 堂 工具機學院大樓創客機地 



四、競賽流程說明： 

 

五、經費核撥 

(一) 各階段獎勵 

階段 補助獎金 完成繳交項目 核撥經費 完成期限 

初審 

評選 36 隊 

入選獎 

5 仟元 

1. 虛擬平台投

件 

2. 基地使用表 

每隊 2 仟元 6/15 前 

1 次諮詢輔導表 每隊 3 仟元 9/1 前 

評選 

12 隊 

商品創投獎 

最高 

8 萬元 

1. 提供完整商

品一件 

2. 成果發表 

每隊 1 萬 5 仟元 7/16 

4 次諮詢輔導表 每隊 5 仟元 9/1 前 

獲外部資金補

助額度，提供證

明文件 

依表一補助,最

高 8 萬元 
10/1 前 

決賽 

3 隊 

創業獎 

20 萬元 

營運報告書: 

1. 商工登記證 

2. 產品 DM 

3. 財務報表 

4. 其他相關資

料 

每隊 20 萬元 

內含2萬元禮券 

7/30-10/1 

需完成初

選及創投

獎繳交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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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 

報名期程 

評審方式 

結果公告 

獎項/對伍數 

獎金 

繳交文件 

評審項目 

初賽 

即日起至4/30止 

5/3~5/4媒合隊伍 

書面審查 

5/17 

入選獎36隊 

5仟元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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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6/30止 

書面審查 

7/8 

商品創投獎12隊 

依獲外部資金補助相
對經費最高8萬元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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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26 

口頭簡報及實體展示 

7/30 

創業獎3隊、佳作9隊 

20萬元 

(內含2萬元禮券)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一款第
9目「報名文件」決賽 

詳閱簡章第三條第二
款「評審辦法」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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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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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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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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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參加競賽之簡報檔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四)敬請密切注意各項活動期程及如期完成相關配合事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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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玟錦、林逸婕 專任助理 

連絡電話：04-23924505 #2477、2628 

E-mail：LWJ@ncut.edu.tw  /  A0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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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