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十四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競賽辦法 

一、活動主旨 

1. 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為我國最大型之創業競賽，迄今舉辦將邁入第 14 個年頭，與賽的隊

伍及團隊屢創新高，此屆賽事將由「TBIA 台灣創新育成聯盟」由「南台科技大學」手上

接棒賽事舉辦，除持續以激發青年學子的創新創意能量和培育其創業知識技能、團隊合

作的傳統精神外，本屆也招收社會青年團隊，使校園青年團隊及社會青年團隊們能透過

本賽事達到互相認識、交流，並且經由良好的互動激盪出更豐沛的創意能量，達到本賽

事創新、創業的核心價值。並體現出對社會良好貢獻的一面。 

2. 透過模擬企業題材的規劃，盼有效的鏈結校園創意及創業之間的需求，達成青年創業、

實踐創業、培養創業家之目的，並繼而促進帶動台灣產業界的經濟繁榮，為創業持續不

斷注入年輕的動力。 

3. 本賽事除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相互觀摩的機會，並促進各參賽團隊間良好之互相學習、

溝通、交流外。更進一步的使團隊在審查以及競賽活動過程中，瞭解企業經營之核心價

值、創業風險。從而使整體創業計畫更能貼近市場所需，並完善自身創想而得以付諸實

現。 

4. 本屆賽事除將運用 TBIA 本身在中部深厚的創業能量外，並聯合「逢甲大學」、「朝陽科技

大學」、「Ti 台灣孵化器」的創業輔育資源，並提供歷年合計最高百萬投資金額及獎金，

期能在創新創業的路上協助團隊更加往夢想邁進，並透過 TBIA 伙伴在產、學、研、業

界上豐沛的資源，引進創業資金、資源以協助創業初期各項資源不足，並可協助進駐聯

盟伙伴之創育空間，取得各項政府、民間資源，提升新創企業的成功率。 

 

二、競賽活動辦法 

（一）參賽資格： 

1. 創新創意組：參賽團隊 1 人以上即可報名，但須以大專院校學生身份參賽，其中至少 1

人必須為在學身份，並且須列指導老師 1 名，不限定需要有實體物品產出，只要提出具

體可行之構想即可參加競賽，成員及指導教授皆可跨校組成，不為限制。 

2. 創新創業組：參賽團隊不限在學學生身份，創業組團隊至少需成員 2 人以上，成員可跨

校組成、跨公司業別組成。 

 

 

 



（二）報名類別與資格 

類別／組別 評審項目 說明 

創新創意組 

(限學生身份參與) 

（不限產業類別） 

※創新及新穎性【30%】 

※市場性【30%】 

※可實現性【20%】 

※貢獻性(對於社會及生

活的改善)【20%】 

ａ .參賽團隊 1 人以上即可報

名，但須以大專院校學生身份

參賽。 

b.其中至少 1 人必須為在學身

份，並且須列指導老師 1 名。 

c.不限定需要有實體物品產出，

只要提出具體可行之構想即

可參加競賽，成員及指導教授

皆可跨校組成，不為限制。 

實踐創業組 

(不限學生身份參與) 

（不限產業類別） 

※產品與服務之創新性、

市場可行性【50%】 

※公司策略及行銷策略

【20%】 

※團隊的專業與執行能力

【15%】 

※企業經濟、財務規劃與

風險管理【15%】 

團隊成員每隊至少2人組隊報名

參加，團隊成員可跨校組成。 

（三）獎項說明： 

1. 創新創意組： 

（1）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盃、獎狀 

（2）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整、獎盃、獎狀 

（3）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盃、獎狀 

（4）佳作獎：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獎盃、獎狀 

2. 實踐創業組： 

（1）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盃、獎狀 

（2）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整、獎盃、獎狀 

（3）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盃、獎狀 

（4）佳作獎：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獎盃、獎狀 

3. 企業冠名贊助獎：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盃、獎狀 

4. 特別獎項： 

創育機構推動獎：推薦本屆報名最多團隊之孵育機構或是創新育成中心或社會單位。 



（四）活動期程與地點：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4/22（一）17：00 止  

2. 報名說明會： 

（1）北區：108/03/05(二)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2）中區：108/03/06(三)   地點：逢甲大學夢種子應諾創客社區 

（3）南區：108/03/07(四)   地點：行政院南區新創基地 

（4）花東：108/03/08(五)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3. 資格審查：108/04/22（星期一） 

由主辦單位就下列團隊繳交資料做資格性要件審查： 

（1）報名表 

（2）創新創意(業)簡報 (簡報內容請控制於 20 頁以內，超過則不予列入審查範圍) 

（3）切結書暨個人資料使用授權 

（4）創育機構推薦書或指導教授推薦書 

（5）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未滿二十歲者填） 

4. 初審（採書面審查）108/04/23（二）至 108/04/28（日） 

（1）初審共識會議地點：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國際會議廳 

（2）審查標準：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性、市場可行性（40%）。 

公司或團隊的策略及行銷（20%）。 

專業及執行能力（20%）。 

財務規劃與風險控管（10%）。 

社會貢獻性（10%）。 

（3）評審：邀請全國各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與企業評審組成聯合初審團隊，就計畫之完整性、

創意、可行性、市場價值、團隊財務、執行力等項目綜合評判。 

5. 決審（採簡報審查）108/06/01（六） 

（1）地點：逢甲大學啟垣廳 

（2）審查標準：初審成績占 30%、決審占 70% 

（3）評審：邀請全國產、學、研界專業人士共同評選初選脫穎而出團隊，依簡報內容審查

成績。 

（4）時間：09：00 至 18：00 止。 

創新創業組及創新創意組各取前十名團隊，於決審當天採簡報方式演示。每團隊簡報

時間為 6 分鐘。評委統問統答時間為 8 分鐘。 

6. 頒獎典禮： 



（1）時間：108/06/01 (六) 

（2）地點：逢甲大學 啟垣廳 

（五）報名資訊 

1. 報名網站：https://www.aplustart.org.tw/member/registration.aspx 

粉絲專頁：【2019 第十四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 

https://www.facebook.com/2019TBIAStartup/ 

2. 參賽者請至「2019 第十四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網站下載相關文件，並於 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報名。 

2. 活動聯繫窗口 

（1）E-MAIL：tbiaservice@gmail.com 

（2）聯絡電話：(04)2560-3655 

3. 參賽團隊應於截止日前完成線上報名及資料上傳。 

一律採線上網路報名，團隊報名前應詳讀本競賽辦法，且遵守相關規定及提供所需個人

資料。報名所需資料請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本競賽網站。 

報名截止時間將以系統時間為主，為避免時間誤差或網路流量超載所導致超時而信件寄

出失敗等情事，請參賽者盡早繳交所需文件。為確保競賽公平性，逾時不候，敬請見諒。 

（六）競賽流程 

1. 流程說明 

   

 

 

 

 

（1）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須知進行資格審查並調整競賽組別。 

（2）初審：通過資格審查後由評審委員依各參賽隊伍所上傳之資料進行評選，通過後進入

決審。 

※ 由主辦單位遴選邀請國內創育機構主任、經理人及業師專家組成，初審評審委員均

為無給職，並以利益迴避原則分配評審案源。 

※ 評審就參賽團隊提送之報名資料進行評分作業，此階段將選出優秀團隊入圍進行下

一階段決審，遴選組數可視評審狀況從缺。 

（2）決審：通過初賽之參賽隊伍於現場說明與系統展示、問題答詢。 

※ 由主辦單位遴選邀請國內創育機構主任、經理人及業師專家組成，決審評審委員以

資格審查 

由主辦單位依

競賽辦法進行

資格審查 

初  審 

由評審委員依各

參賽團隊所上傳

文件進行評選 

決  審 

通過初審之參賽團隊

於現場說明與系統展

示與針對問題答詢 

https://www.aplustart.org.tw/member/registration.aspx
https://www.facebook.com/2019TBIAStartup/


利益迴避原則分配案源評審。 

※ 決賽時間地點：108/6/1/(六)於逢甲大學啟垣廳 

※ 每組現場說明與展示（6 分鐘）、問題詢答（8 分鐘），為使大會順利準時進行，確

切詢答時間將視情況調整公告。 

※ 入圍團隊應於 108 年 5 月 27 日(一)前繳交決審簡報檔案，請轉為 PDF 檔案上傳至

競賽網站，逾期視同放棄，決審當天現場不接受簡報抽換。 

※ 評審就參賽團隊現場簡報與問答進行評分作業，此階段將於每獎項中各選出各隊獲

獎項目，獎項可視評審狀況從缺。 

（七）賽程時程表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籌備 
108/03/05(二)至 

108/03/08(五) 
各區說明會 ※北、中、南、花東說明會 

報名 

自即日起 網路報名 
※參賽隊伍至競賽網頁下載

報名表填寫後上傳 

108/04/22(一) 
註冊並上傳參

賽報名表截止 

※凡報名參加之競賽團隊須

期限內在競賽網站註冊，

並上傳參賽報名表，以完

成線上報名。 

初賽 

書面審查 

108/04/19(五) 初審共識會議 

※由全國育成中心與企業評

審組成聯合審查團隊，審查

簡報之完整性，決定決審資

格。 

※由該聯合審查團隊，針對

創業簡報之產業價值、可行

性以及營運計畫之完整性，

決定入圍決審簡報之團隊名

單。 

108/04/22(一) 報名截止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活動程序 說明事項 

108/04/23(二)至 

108/04/28(日) 

創新育成中心

(聯合審查團隊)

進行初賽書面

審查 

公佈進入 

決審團隊 
108/05/01(一) 公佈決審團隊 

※於逢甲大學辦理創新創業

活動並當天現場公佈進入決

審團隊。 

決審與簡報 

108/05/24 (五) 
繳交決審簡報

檔 

※入選團隊繳交決賽當天之

簡報檔案 

108/06/01(五) 決審複審(簡報)  
※每隊簡報 6 分鐘，問答 8

分鐘 

頒獎 

成果發表 
108/06/01(五) 

頒獎與成果發

表會 

※邀請入圍團隊參加頒獎典

禮，並展示參賽計畫。 

※各組冠軍團隊簡報成果發

表。 

※得獎名單於頒獎典禮時宣

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