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第 18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競賽辦法 

 

 

 

 

 

 

 

 

主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依諾邦德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政府、社團法

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逢甲大學創業育成與事業發展中心、中原大

學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共同主辦單位：中區創育聯盟、北區創新創業育成聯盟、大南方創育發展協會、

東區創新育成聯盟 

執行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依諾邦德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服務中

心、逢甲大學創業育成與事業發展中心、中原大學產業加速器暨育

成中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

育成中心、理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五鈴光學股份有限公司、金剛汙染防治有限公司、雲程在線有限公

司、彰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目錄 

一、 活動緣起與目的…..………………………………………………1 

二、 參賽說明…..………………………………………………………1 

三、 獎勵方式…..………………………………………………………7 

四、 競賽期程…..………………………………………………………9 

五、 報名方式…..…………………………………………..…………10 

六、 競賽注意事項…..………………………………..………………12 

附件 1、報名表…..…………………………………………..………….14 

附件 2-1、創意構想簡報..……………………….. …………………..15 

附件 2-2、創業計畫簡報………………………………………………16 

附件 2-3、國際創業計畫簡報…………………………………………18 

附件 3、參賽團隊提案切結書……………………………………….…19 

附件 4、創育機構推薦書…………………………………………….…20 

附件 5、在學證明/身分證明……………………………..…………….21 

 

 

 

 



1 

 

一、 活動緣起與目的 

（一） 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自 2006年起連年舉辦，迄今已邁入第 18年，為

臺灣由創育機構自辦之最大的創新創業競賽活動品牌。第 18 屆戰國策全

國創新創業競賽，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接棒

辦理，本次競賽期望達成青年創新創意發想、創業實踐及培育創業家之目

的，並讓更多青年及新創團隊認識全國育成中心輔導能量，提升校園創新

創業實踐之資源鏈結。 

（二） 除藉由競賽前之線上輔導課程，輔導青年具體化創意 idea，使參加團隊在

審查及活動過程中瞭解產業經營之核心價值與風險，更首創「創新創業營

隊」，透過簡報製作、發表等重點課程集訓及企業參訪，協助參加團隊整

體創業計畫能更貼近市場所需，進而完善創業構想並付諸實現，並鼓勵各

參賽團隊間之學習、溝通與交流，激盪多元創意思維。 

（三） 本屆賽事延續競賽核心精神，除青年學生類外，競賽類別亦包含育成企業

類、國際學生類及政府指定類，競賽獎金外引入創新創業營隊、企業參訪、

加速器培育與投資媒合、全臺創育機構等輔導資源協助優秀團隊，加速培

育提升創業成功機會，拉近青年與企業之距離和促成合作，推動青年紮根

就業、產官學合作及創新創業之永續發展。 

 

二、 參賽說明 

（一） 報名類別 

項次 

Item 

參賽類別 

Category 

組別 

Teams 

說明 

Instructions 

評審項目 

Judging Criteria 

1 

青年學生類 

Young 

Students 

創意組 

Idea Teams 

 審查重點 

提出具體且未來具

可實現性的發想。 

 加分 

發想具前瞻性： 

符合未來科技趨

勢、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相關創業競

賽得名等其一。 

1. 發想與未來可實現性

【50%】 

2. 其他綜合評分項目包含

【50%】 

(1) 市場需求性 

(2) 創造之效益 

3. 加分【10%】 

發想具前瞻性： 

符合未來科技趨勢、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相關

創業競賽得名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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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參賽類別 

Category 

組別 

Teams 

說明 

Instructions 

評審項目 

Judging Criteria 

2 

青年學生類 

Young 

Students 

創業組 

Entrepreneurship 

Teams 

 類型 

技術類型/產品類型/

服務類型等團隊。 

 審查重點 

商業營運模式之創

新性。 

 加分 

商業營運模式創新

性能夠影響原有產

業運作模式、相關創

業競賽得名等其一。 

1. 商業營運模式之創新性

【50%】 

2. 其他綜合評分項目包含

【50%】 

(1) 市場競爭者分析 

(2) 市場行銷與策略 

(3) 財務報表的製作 

(4) 團隊成員的組成 

3. 加分【10%】 

商業營運模式創新性能夠

影響原有產業運作模式、

相關創業競賽得名等其

一。 

3 
 育成企業類 

Incubatees 

 審查重點 

具高度成長潛力之

新創公司，包含逐步

達成里程碑規劃，或

已有初期營收。 

 加分 

已獲得發明專利、政

府創新補助計畫、創

投資金挹注、產學合

作、中大企業合作、

相關創業競賽得名等

其一。 

1. 商業營運模式成熟度

【50%】 

2. 其他綜合評分項目包含

【50%】 

(1) 企業之核心競爭能力 

(2) 具體目標市場與客戶 

(3) 行銷方式與執行策略 

(4) 短、中期現金流規劃 

(5) 成員專業性及完整性 

3. 加分【10%】 

已獲得發明專利、政府創

新補助計畫、創投資金挹

注、產學合作、中大企業合

作、相關創業競賽得名等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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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Item 

參賽類別 

Category 

組別 

Teams 

說明 

Instructions 

評審項目 

Judging Criteria 

4 
國際學生類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審查重點 Key review 

items 

由國際學生組成團隊

並且提出創業構想。 

Teams are comprise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and create 

business solutions. 

 加分 Extra points 

創業構想市場若以國

際生來自的國家、相

關創業競賽得名等其

一更佳。 

The team would get 

extra points if initial 

target market is 

outside Taiwan or 

won top three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 Preliminary Stage 

初審簡報重點 Criteria for 

judging PPT 

1. 遵守英文簡報一般格式/簡

報風格設計/英文語言正確

使用 

How closely does it follow 

general model? / 

PowerPoint design? / 

Language use in ppt? 

【50%】 

2. 創業構想解決什麼問題/創

造什麼價值/市場需求性/

獲得募資可能性 

What problems do you 

solve? /Where does the 

value of your idea reside? 

/Who will buy your 

product? /The probability of 

attracting investors? 

【50%】 

3. 加分 Extra pts【10%】 

創業構想的市場若以國際

生來自的國家、相關創業

競賽得名等其一更佳。 

If initial target market is 

outside Taiwan or won top 

three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 Final Stage 

決審報告重點 Criteria for 

judging final performance 

1. 上台報告表現 

Stage Presence【25%】 

2. 英文語言正確使用 

Language use on stage 

【25%】 

3. 提問問題答覆 

Q/A Response【25%】 

4. 上台報告時團隊合作 

Teamwork【25%】      



4 

 

項次 

Item 

參賽類別 

Category 

組別 

Teams 

說明 

Instructions 

評審項目 

Judging Criteria 

5 

政府指定類 

The Local 

Government 

雲林縣政府 

Yunlin County 

Government 

 審查重點 

根據雲林產業發展

特性及青年創新創

業政策，提出能夠提

升特色產業發展、觀

光創新行銷、智慧農

業科技與文創產業、

創新教育等方案。 

 加分 

雲林青年所組成的團

隊與提案更佳。 

1. 市場需求價值【30%】 

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可行

性、獨特性及需求程度。 

2. 商業競爭力【40%】 

產品或服務的商業獲利模

式、營運執行及行銷策略

之可行性及完整度。 

3. 創新及未來發展【20%】 

產品或服務的原創性、創

新性及可預期的後續發展

效益。 

4. 團隊執行能力【10%】 

團隊人員組成、專業開發、

規劃推動、跨域關係經營

等各項能力。 

5. 加分【10%】 

雲林青年所組成的團隊與

提案更佳。 

 

（二） 參賽資格 

類別 

Category 

參賽資格 

Eligibility 

備註 

Notes 

青年學生類 

Young 

Students 

創意組 

Idea Teams 

1. 大專校院在校生為

限。 

2. 2~5人為限，團隊成

員可跨校組成。 

1. 成員組成相同之團隊，同 1件參

賽作品僅得擇本類 1 個組別報

名。 

2. 每隊須列指導業師 1 名，至多 2

名業師共同指導。指導業師不得

為團隊成員，但可跨校指導。指

導業師可為學校老師、創育機構

經理人、與參賽主題具直接相關

性之業界專家等。 

3. 本類每家創育機構至多推薦 4

隊，報名須檢附「創育機構推薦

書」。 

4. 報名本類組之團隊可同時報名

符合資格及主題之「政府指定

類」，其他類組不得重複報名。若

有重複者，主辦單位保有裁量

權。 

創業組 

Entrepreneurship 

Teams 

1. 團隊成員需有 1/2以

上為大專校院在校

生(無條件進位)。 

2. 2~5人為限，團隊成

員可跨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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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Category 

參賽資格 

Eligibility 

備註 

Notes 

育成企業類 

Incubatees 

1. 107 年 1 月 1 日(含)

後成立之育成進駐

企業，由創育機構擇

優推薦。 

2. 2~5人為限。 

1. 本類每家創育機構至多推薦 2家

育成企業，報名須檢附「創育機

構推薦書」。 

2. 報名本類之團隊可同時報名符

合資格及主題之「政府指定類」，

其他類不得重複報名。若有重複

者，主辦單位保有裁量權。 

國際學生類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 團隊成員需 1/2以上

為來自各大專校院

國際學生(無條件進

位)。 

Team members must 

be composed of at 

least half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 2~5人為限，團隊成

員可跨校組成。 

Team members are 

comprised of 2 to 5 

students either from 

the same or different 

universities.   

3. 初審：提供全英文簡

報。 

Initial submission: 

English PowerPoint 

file. 

4. 決審：上台英語報告

與問答。 

Final performance: 

English presentation 

and Q/A session on 

stage. 

1. 每隊須列指導業師 1 名，至多 2

名業師共同指導。指導業師不得

為團隊成員，但可跨校指導。指

導業師可為學校老師、創育機構

經理人、與參賽主題具直接相關

性之業界專家等。 

Each team must have at least one 

mentor or up to two mentors. The 

mentor won’t come from all the 

teams, but could coach every 

team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Mentors might be teachers of 

schools, managers of startup 

incubators, or experts of 

industri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ields of the competition. 

2. 本類每家創育機構至多推薦 2

隊，報名須檢附「創育機構推薦

書」。可開立「創育機構推薦書」

之單位包含： 

A maximum of two teams will be 

recommended by each Startup 

Incubator in this categor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commendation Form" would 

be attached from each Startup 

Incubator when teams apply.  

The Startup Incubators are listed 

below, 

(1) 學校創新育成中心 

Business & Innovation Center 

of university 

(2) 無育成中心之學校，由創業

推廣 /輔導負責單位如研發

處、產學中心、創業中心、創

業基地等開立。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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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Category 

參賽資格 

Eligibility 

備註 

Notes 

Industry-Academi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Start-up Hub and etc. of 

university. 

(3) 中央、地方政府/企業/法人機

構經營之育成中心、加速器、

創業基地等。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Center, Accelerator, Start-up 

Hub and etc. are manag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3. 報名本類之團隊可同時報名符

合資格及主題之「政府指定類」，

其他類不得重複報名。若有重複

者，主辦單位保有裁量權。 

Teams could apply for both 

catego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other two categories of 

Young Students and Incubatees 

won’t be allowed to apply. In case 

of duplication,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of cancellations. 

政府指定類 

The Local 

Government 

雲林縣政府 

Yunlin County 

Government 

1. 團隊成員需有 1/2以

上為大專校院在校

生(無條件進位)，且

須有至少1位成員為

雲林縣籍或具備在

雲林縣就學就業之

身分。 

2. 2~5人為限，團隊成

員可跨校組成。 

3. 已報名本屆競賽其

他各類組之團隊，亦

可同時報名本類，惟

團隊成員資格須符

合本類參賽規定。 

本類每家創育機構至多推薦 2 隊，

報名須檢附「創育機構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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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方式 

（一） 入圍決賽-創新創業營隊重點輔導 

類別 獎勵內容 

青年學生類 

Young 

Students 

創意組 

Idea Teams 

1. 以上類組入圍決賽之團隊，每隊須 2位成員代

表參加創新創業營隊，參加成員身分須為大專

校院在校生，營隊費用免費(含：住宿、餐費)。 

For the finalists of the left of three categories, 

each team must have two members of students 

to repres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rtup Camp. The fees in camp are all free of 

charge including accommodations and meals. 

2. 營隊為期四天，將進行二天之簡報發表技巧、

英文簡報、影片製作等重點培訓課程，輔導團

隊完善參賽構想後參加決賽，並於決賽後進行

企業參訪，貼近市場所需。 

The International Startup Camp will proceed 

four days and have training programs with two 

days of presentation skills, English presentation, 

and video production.  

The team will give an English presentation on 

stage the last day, and be arranged to visit the 

local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market after the final performance on stage. 

3. 團隊其餘成員欲參加決賽外之營隊活動，主辦

單位將視營隊整體狀況公告開放申請，惟成員

需自行負擔營隊活動費用。 

If the rest of the team members wish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tartup Camp, the 

organizer will consider enrolment status of the 

Camp to re-open more registrations. But the fees 

would be paid by extra members for the camp. 

4. 營隊詳細資訊將另行公告，以競賽官網、

FaceBook 及 E-mail 通知為準。 

The further detai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rtup 

Camp would be kept updating and noticing only 

in our official website, FaceBook and E-mail.  

創業組 

Entrepreneurship 

Teams 

國際學生類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政府指定類 

The Local 

Government 

雲林縣政府 

Yunlin County 

Government 

 凡報名參賽之團隊即視同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訂之競賽辦法及活動規劃。 

Any team that applies for this competition will be considered to have agree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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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賽-獎金 

類別 獎勵內容 

青年學生類 

創意組 

冠軍：新台幣 20,000元、獎盃、獎狀 

亞軍：新台幣 10,000元、獎盃、獎狀 

季軍：新台幣 5,000元、獎盃、獎狀 

創業組 

冠軍：新台幣 50,000元、獎盃、獎狀 

亞軍：新台幣 30,000元、獎盃、獎狀 

季軍：新台幣 15,000元、獎盃、獎狀 

育成企業類 

冠軍：新台幣 80,000元、獎盃、獎狀 

亞軍：新台幣 60,000元、獎盃、獎狀 

季軍：新台幣 30,000元、獎盃、獎狀 

國際學生類 

冠軍：新台幣 20,000元、獎盃、獎狀 

亞軍：新台幣 10,000元、獎盃、獎狀 

季軍：新台幣 5,000元、獎盃、獎狀 

政府指定類 雲林縣政府 

冠軍：新台幣 50,000元、獎盃、獎狀 

亞軍：新台幣 30,000元、獎盃、獎狀 

季軍：新台幣 15,000元、獎盃、獎狀 

 各競賽類組之獎項得依評審群共識意見從缺處理。 

 得獎者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負擔獎勵之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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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競賽期程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報名 

3/20(一)12:00 

~ 

4/19(三)17:00 

線上報名與參賽文

件(附件 1~附件 5)

上傳 

競賽官網網址：
https://warringcontest.ssey.xyz/ 

FaceBook 搜尋： 

「第 18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

賽」 

初賽 

4/20(四)  

~ 

5/19(五) 

資格審查及 

線上書面審查 

1. 初、決賽由主辦單位遴選與邀

請國內創育機構主任、經理人

及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初

(決)審評審委員以利益迴避原

則分配案源評審。 

2. 每類組擇優至多 12 隊進入決

賽，遴選隊數得視評審情形從

缺處理。 

入圍決賽團

隊公告 
5/24(三)中午 12:00 公告決賽團隊名單 

於競賽官網及 FaceBook 公告入圍

決賽團隊名單並個別E-mail通知。 

決賽團隊文

件繳交 

5/29(一) 

~ 

6/7(三)17:00 

繳交文件 

• 簡報檔案(8分鐘) 

• 2分鐘影片 

• 參與營隊資料表 

• 領款資料表 

入圍決賽團隊至競賽系統平台上

傳決賽 8 分鐘簡報檔案(檔案大小

不得超過 6MB)、2 分鐘以內之團

隊/參賽作品介紹影片、參與營隊

資料表，以及領款資料表。 

創新創業營

隊 

6/27(二) 

~ 

6/30(五) 

• 簡報發表技巧、

英文簡報、影片

製作等重點培訓

課程 

• 企業參訪 

1. 入圍決賽團隊每隊須 2位成員

代表參加，參賽成員身分須為

大專校院在校生。 

2. 營隊詳細資訊將另行公告，以

競賽官網、FaceBook 及 E-mail

通知為準。 

決賽暨頒獎

典禮 
6/29(四) 

決賽簡報審查 

暨頒獎典禮 

1. 審查地點將另行於競賽官網、

FaceBook 公告及 E-mail 通知

入圍決賽團隊。 

2. 每隊簡報 8 分鐘，Q&A 10 分

鐘，相關審查時間以公告為

準，競賽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權

利。 

備註 

 創新創業營隊、決賽審查、頒獎典禮等實體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

原因如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擴大無法執行時或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

留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等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相關變更資

訊將公告於競賽官網，不另行通知。 

 報名參賽之團隊視同承認本條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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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方式 

（一） 繳交資料 

參賽者請至競賽官網或於 FaceBook 搜尋：「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網

站下載相關文件，並於 4月 19日(三)17:00前完成線上報名，繳交資料如下： 

編號 文件名稱 撰寫說明 
上傳格

式 

附件 1 報名表 採線上系統填寫 PDF 

附件 2 

創意構想簡

報 

(附件 2-1) 

/ 

創業計畫簡

報 

(附件 2-2) 

/ 

國際創業計

畫簡報(附件

2-3) 

1. 請依規定內容大綱撰寫，撰寫格式：以 PPT 形式撰寫創意

構想或創業計畫。版面-16:9、編列頁碼、中文書寫。 

(1) 報名青年學生類-創意組者，提交文件為附件 2-1「創意

構想簡報」，簡報以 25頁為限。 

(2) 報名青年學生類-創業組者，提交文件為附件 2-2「創業

計畫簡報」，簡報以 35頁為限。 

(3) 報名育成企業類者，提交文件為附件 2-2「創業計畫簡

報」，並可依參賽公司實際營運及未來規劃進行提交文

件內容撰寫，簡報以 35頁為限。 

(4) 報名國際學生類者，提交文件為附件 2-3「國際創業計

畫簡報」，簡報以 25頁為限。 

(5) 報名政府指定類組，提交文件為附件 2-2「創業計畫簡

報」，並可依參賽公司實際營運及未來規劃進行提交文

件內容撰寫，簡報以 35頁為限。 

2. 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PDF 

附件 3 
參賽團隊提

案切結書 

1. 姓名欄位須繕打清楚。 

2. 所有團隊成員均須親簽。 

3. 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PDF 

附件 4 
創育機構 

推薦書 

推薦書開立單位包含： 

1. 學校育成中心。 

2. 無育成中心之學校，由創業推廣負責單位如研發處、產學中

心、創業基地等開立。 

3. 地方政府/企業/法人機構經營之育成中心、加速器、創業基

地等。 

PDF 

附件 5 

在學證明 

/ 

身分證明 

報名之團隊成員： 

1. 在校生：須繳交蓋有最近一學期之學期註冊章的學生證正

反影本或檢附「在學證明」等資料。 

2. 社會人士：身分證影本。 

3. 外籍人士：護照、居留簽證影本。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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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賽聯繫窗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 

聯絡電話：05-5324580 吳玫萱副理 

E-mail：maywu@gemail.yuntech.edu.tw 

 

（三） 競賽官網及社群發布 

請搜尋 「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官網：https://warringcontest.ssey.xyz/ 

 Facebook（訊息發布）：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Instagram：18thsws_yu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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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競賽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料必須詳實，提案團隊應擔保其所提供之所有資料均為正確，且不得以第三人

名義進行報名，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與事實不符者將不予受理報名，主辦單位有權

取消其參賽資格，影響參賽權益者，由報名參賽者自行負責。 

2. 參賽作品文件及相關附件，主辦單位將以密件方式保存，於競賽辦理完畢後並不予退

回，請自行備份留存。 

3. 本競賽報名不需任何費用(除主辦單位另行公告說明)，除政府指定類外，其他類組同

一團隊，不可以重複投件報名。 

4. 參加競賽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取消資格；經初審後入圍決賽之團隊若未能依規定

參與營隊、決賽出席及簡報者，視同棄賽。 

5. 凡報名參賽之團隊即視同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訂之競賽辦法、活動規劃及評審委員所

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對於競賽相關疑義或異議，應於競賽期間向

主辦單位提出，不得於賽後，有任何詆毀競賽公平性之行為。 

6. 參賽之公司/單位/團隊/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並針

對得獎團隊得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獎座或其他獎項：  

(1) 參賽之公司/單位/團隊/個人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 

(2) 參賽之作品有剽竊、抄襲或其他侵犯他人專利、專門技術、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 

(3) 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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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

任。 

7. 參賽者個人資料蒐集、利用告知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為辦理本項競賽及後續輔導、聯

繫、結案事宜，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者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

以下事項，參賽者必須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1) 蒐集參賽者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金融或匯款帳號、

可辨識個人之聯絡方式(電話或手機號碼、E-mail、地址)等。 

(2) 個人資料的利用：於中華民國境內做為競賽管理、報名作業、活動期間身分確認、

活動聯繫、競賽活動相關訊息聯繫發布、問卷調查、相關統計分析等與競賽相關

作業及競賽結束後相關輔導、結案作業需要之使用。利用期間，自蒐集時起至競

賽結束後之輔導作業結束止。 

(3) 報名參賽者對個人資料權益：可以向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請求就提供的個人資料

查詢閱覽、製作複製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刪除。但，因行使

以上權利致影響參賽或相關輔導權益時，不得向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要求任何損

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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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宣傳需要，主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擁有攝影、報導、展出、評論及在其它媒體、

刊登作品之權利。 

8. 參賽者（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金領取及分配，包含稅金分攤等)，若有任何

爭執疑問，應由團隊自行處理，主辦及協辦單位不涉入爭議。所有參賽者未經主辦、

協辦單位及團隊其他成員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競賽之權利與義務。獎金扣稅將依稅

法規定扣繳所得稅，獎金於競賽結束後匯款方式發放。 

9. 凡參加報名者，應完成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競賽之一切規定。 

10.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獎項細節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

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競賽官網及 Facebook，恕不另行通知。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則

以本競賽官網及 Facebook 最終公告之說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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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報名表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報名表 

(請於線上填寫) 

團隊/公司

名稱  

競賽組別 

青年學生類 

□育成企業類 □國際學生類 

政府指定類 

□創意組 

□創業組 
□雲林縣政府 

作品名稱  

作品介紹 

(300 字以內) 
 

作品領域 □農業科技  □生技醫藥  □智慧製造  □資通訊科技  □文創設計  □數位內容 

所屬機構 □ 學校：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成立日期： 

團隊成員 

(請填寫個成

員之個人聯絡

資訊)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學校/系所 

(報名學生類

組必填) 

通訊地址 

成員 1 

(代表人) 
     

成員 2      

得獎或曾參

與創業競賽

說明 

屬性 創業競賽名稱 成果 

□校內   □跨校   □全國  □得獎名次：         □未獲獎 

□校內   □跨校   □全國  □得獎名次：         □未獲獎 

□校內   □跨校   □全國  □得獎名次：         □未獲獎 

指導業師 1 

(報名學生類

組必填) 

姓名 職稱 所屬機構(學校)/單位(系所) 

   

指導業師 2    

推薦之創育

機構名稱 
 

備註 

代表人(隊長/主要聯絡人)，代表參賽團隊，負責聯繫、入圍及得獎權利義務之一切相關事宜。 

請提供通訊正常的連絡電話，以避免聯絡不及之情況發生。 

請提供正常收發信件之有效電子郵件帳號。 

請提供各參賽成員之個人聯絡資訊，以利有效聯繫競賽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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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創意構想簡報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創意構想簡報 

一、團隊介紹表 

參賽組別 青年學生類-創意組 

代表學校及科系  

團隊名稱  

參賽成員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業師姓名  指導業師職稱 
 

指導業師 

所屬機構及單位 
 

二、創意構想說明 

(一) 創意產生緣由與過程 

(二) 創意內容與特色 

(三) 市場需求性 

(四) 團隊組成與特色(說明隊員的分工規劃、創作團隊的表現等) 

(五) 將創意進行實作的具體規劃 

（敘述作品的系統架構，基本理論、設計或製作的原理與方法，實作時程的安排，材料與經費的估算，以及預期的

困難與可能的解決對策與方法等） 

(六) 作品預期的功能與效果 

(七) 創意的價值、社會貢獻性 

 

 

說明： 

1. 本構想簡報格式於競賽官網提供下載，完成後請轉檔為 PDF 提交上傳，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2. 簡報內容請具備以上表格及標題。 

3. 構想簡報版面-16:9、編列頁碼、中文書寫，其餘格式請自行編排與設計。 

4. 以 25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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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創業計畫簡報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創業計畫簡報 
 

一、團隊介紹表 

參賽組別 □青年學生類-創業類 □育成企業類 

所屬機構 代表學校及系所: 公司名稱: 

團隊名稱  

參賽成員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業師姓名  指導業師職稱  

指導業師 

所屬機構及單位 
 

 

二、計畫摘要表 

計畫名稱  

（一） 計畫內容摘要(約 100字) 

（二） 計畫目標（請說明本計畫執行目標） 

（三） 顧客市場評析 

（請說明本計畫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效益，如可滿足顧客需求類型、創造新顧客需求等） 

（四） 創新商業模式重點（請摘要說明本計畫內容，並加強說明計畫創新商業模式或技術重點） 

（五） 產業競爭力（請說明計畫標的於同業間之相對優越性與競爭力） 

（六） 執行本計畫執行團隊優勢（請說明計畫執行團隊之優越性） 

（七） 預期重點效益（請列舉本計畫執行後之重要產出效益） 

1. 量化效益(以量化數據說明對計畫執行之效益) 

2. 質化效益(以敘述性方式說明計畫執行之效益，如提升服務附加價值、創造市場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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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計畫書內容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一) 創業背景與機會(創業過程、創業經驗、參與各種計畫之經驗等) 

(二) 創業構想(請說明提出本創業計畫的原因、初衷及期望達成的目的等) 

(三) 創業團隊(團隊成員介紹、成員專業技能與經歷) 

第二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 產品與服務內容(請詳細說明本計畫中所提出之主要產品或服務的內容) 

(二) 營運模式(請詳細說明有關產品或服務的發展規劃) 

(三) 營收模式(請詳細說明有關產品或服務的營收規劃)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 市場特性與規模(請具體描繪本創業計畫之目標市場特性以及市場規模有多大？) 

(二) 目標市場(請具體說明所要進入的目標市場、與接觸之顧客類型、特徵及接觸方法) 

(三) 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請說明進入此產業是否有障礙、目前競爭對手有誰及他們的優

勢為何？本計畫競爭優勢為何？) 

第四章  行銷策略 

(一) 目標消費族群(請具體描繪會購買本產品/服務的客群輪廓) 

(二) 行銷策略(請說明目前及未來將如何行銷本計畫之產品/服務) 

第五章  財務計畫 

(一) 預估三年損益表 

(二) 預估三年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 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 效益說明 

1. 直接經濟效益   

2. 間接效益─如技術提昇、人力培育等。 

(三) 潛在風險 

第七章  參考資料 

請列出此計畫書引用的文獻或資料來源。 

第八章  附件 

(一) 智慧財產或 Know how 移轉合約、專利證書、聘書或合作意願書等 

(二) 其他(如：商品或任何您認為有助於評審了解的補充資料或證明等) 

 

 

 

說明： 

1. 本創業簡報格式於競賽官網提供下載，完成後請轉檔為 PDF 提交上傳，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2. 簡報內容請具備以上表格及標題。 

3. 構想簡報版面-16:9、編列頁碼、中文書寫，其餘格式請自行編排與設計。 

4. 以 35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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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國際創業計畫簡報 General Model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國際創業計畫簡報 General Model 

一、團隊介紹表 Team Introductions   

參賽組別 

Category 

國際學生類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代表學校及科系 

Universitiy & Major 
 

團隊名稱 

Name of Team 
 

參賽成員姓名 

Names of Merbers 
 

計畫名稱 

Title of Project 
 

指導業師姓名 

Name of Mentor 
 

指導業師職稱 

Job title of Mentor 
 

指導業師 

所屬機構及單位 

Organization of Mentor  

 

二、創意構想說明 Program Descriptions 

1.   Why is this interesting (hook your audience)? 

2.   Who are you? 

3.   What is the problem you are addressing?     

4.   What is your solution? 

5.   Why is it attractive? 

6.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7.   Why are they less attractive? 

8.   What is the plan for achieving this solution? 

9.   What problems do you foresee? 

10.  How can they be overcome? 

11.  What requirements are there and how can they be met? 

12.  Catchy closing (reiterate high points, return to hook) 

 

 

 

 

說明： 

1. 本創業簡報格式於競賽官網提供下載，完成後請轉檔為 PDF 提交上傳，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2. 簡報內容請具備以上表格及標題。 

3. 構想簡報版面-16:9、編列頁碼、中文書寫，其餘格式請自行編排與設計。 

4. 以 25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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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參賽團隊提案切結書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參賽團隊提案切結書 

 

團隊名稱：                                                     

 

茲證明本團隊願參加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並將相關切結內容列明於後:  

1、 本團隊已詳閱「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內容，保證各

項報名表單資料所具之內容及提供各資料均正確無誤。參賽作品及參賽過程如有剽竊、抄

襲、冒名頂替、其他不法之情事；或違反本競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及

得獎資格，亦同意繳回獲得之獎金及獎狀，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

三人之行為，將由本團隊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概與主辦及執行單位無關。 

2、 參賽者（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金領取及分配，包含稅金分攤等)，若有任何爭執

疑問，應由團隊自行處理，主辦及協辦單位不涉入爭議。所有參賽者未經主辦、協辦單位及

團隊其他成員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競賽之權利與義務。 

3、 本團隊同意配合主辦單位推廣、宣傳需要，無償提供參賽作品相關資料(作品簡介及作品影

片)、接受採訪、活動攝影、影片剪輯等作為競賽專輯、宣傳影片於國內、外非營利使用，

促進資訊創意發想交流。 

 

此致 

     2023 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主辦及執行單位 

 

立書人 

姓名 

(須繕打清楚) 
身分證字號 本人親簽 

團隊成員 1 

(代表人) 
   

團隊成員 2    

團隊成員 3    

團隊成員 4    

團隊成員 5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20 

 

附件 4、創育機構推薦書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創育機構推薦書 

茲同意推薦                   團隊參與「2023第 18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推薦團隊報名類組別: 

□青年學生類-創意組    □青年學生類-創業組 

□育成企業類 

□國際學生類 

□政府指定類 

 

                                                 

推 

 

薦 

 

機 

 

構 

□學校育成中心：                                                                      

□學校創業推廣單位：                                        

□地方政府/企業/法人機構經營之育成中心、加速器、創業基地： 

推薦人姓名： 

職稱： 

 

推薦單位印(章) 

(簽名或蓋章) 

 

 

團 

隊 

團隊負責人：                                                     

(簽章) 

備 

註 

 

 

 此致  

     2023 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主辦及執行單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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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在學證明/身分證明 

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在校生─在學及身分證明文件 

 

團隊名稱:                              

【在校生專用欄位】 

學生證、身分證/居留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正面 學生證影本反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 

居留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居留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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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 18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非在校生─身分證明文件 

 

團隊名稱:                              

【非在校生專用欄位】 

身分證、護照(外籍人士)影本 

身分證影本正面 

居留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居留證影本反面 

護照影本(外籍人士)正面 護照影本(外籍人士)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