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佛光大學第七屆創業競賽 
為了培養學生具有經營核心技術與服務商品化的創業能力，鼓勵學生組成合作團

隊，藉由競賽活動理解創業時可能遭遇之實務困境，激發創新行動與創業精神，

學習整合與分享資源，提出具市場可行性的營運企劃和產品及服務雛型。同時為

強化大學生對社會企業的認識與社區在地服務，本屆創業競賽增加以從在地服務

中尋找社會企業創業機會，為新創組織及社區成員活化在地經濟，另一方面，關

注社會議題也可以是社會企業創業的契機。希望透過此次競賽活動讓參賽者彼此

交流與學習，進而提升其創業成功機會及競爭能力。特舉辦 2017年佛光大學第

七屆創業競賽。 

  

A、比賽辦法： 

(1) 每組創業團隊成員包含: (1)學生 3~5位以及(2)指導老師 1-2位，其中

學生成員限佛光大學在校學生（含研究生，可跨科系組隊），每位同學限

定最多只能報名(A)營利事業組 (B)社會企業組各一組，指導教師限佛光

大學專兼任教師。 

(2) 本競賽分為(A)營利事業組 (B)社會企業組，若報名參賽隊伍踴躍時，主

辦單位管理學系可依參賽隊伍的性質再細分組進行評選。 

(3) 參賽團隊隊長負責與活動承辦單位連繫。書面資料以 PDF檔繳交，封面

格式如附件二。 

(4) 所有決賽隊伍需作簡報(PPT)，最後二組各評定選出前三名(若報名參賽

隊伍踴躍時，另選出佳作若干名)。 

(5)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隊伍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

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參賽隊伍所有，如

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6) 已商品化之產品或曾獲得國內外創業比賽前三名作品，不得參加本比賽 

(7) 參加本創業競賽獲獎作品，如經檢舉並有具體事證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

競賽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與獎勵並要求繳回獎金。 

(8) 參加競賽各隊作品需為該團隊之原創著作，引用他人成果部分需依照學

術倫理規範註明資料來源出處，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侵權行為，經

法院判決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並要求繳回獎金。 

(9) 參賽隊伍繳交初賽書面資料與報名表後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

資料。 

(10) 參賽作品中相關聲音、影像、文字、圖畫、實物之設計或所提之創意，

主辦單位享有集結成冊，出版和發行之權利。 

(11) 入圍第二階段隊伍應於 2017.11.27以前(含)email繳交 PPT檔簡報，每

遲交一日扣最後總分 10分。(大會電子信箱: fgubos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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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承辦單位：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 

 

C. 獎勵 

比賽二組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乙紙與獎金 (由評審認定是否足額各取前三名) 

第一名 8000元與獎狀乙紙 

第二名 5000元與獎狀乙紙 

第三名 2000元與獎狀乙紙 

(若報名參賽隊伍踴躍時，另選出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乙紙) 

 

D、評選標準 

(1) 營利事業組書面審查階段 

評審項目 比重 評審內涵與重點 

計畫內容完整性 30% 創業經營計畫書內容撰寫及相關文件的完整性。 

創新性、重要性 25% 

創業經營計畫的產品與服務內容及經營方式的創新性

與重要性。 

創業應用潛力與價

值 25% 

創業經營計畫的市場與競爭分析及未來發展潛力價

值。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20% 

創業財務的各經費預算項目，包含：開辦費、人事費、

業務費與雜支等費用。 

 

 

 

(2) 社會企業組書面審查階段 

評審項目 比重 評審內涵與重點 

計畫內容完整性 30% 創業經營計畫書內容撰寫及相關文件的完整性。 

創新性、重要性 25% 社企產品或服務創新性、社會影響力、團隊 

商業模式 25% 經營理念、價值主張、目標客群、客戶關係、通路 

營收預估與財務規

劃之永續性 20% 預估收入、損益平衡點、永續經營的財務預測 

 



 

 

 

(3)決賽營利事業組簡報階段 

第七屆創業競賽 決賽營利事業組評分表 

評分 備註 

可行性 40% 

產品/服務  

市場與競爭者  

團隊與任務說明  

財務  

創新性、重要性 25%  

表達 25% 

技巧 20%  

時間 5%  

團隊精神 10%  

包括簡報(PPT)製作報告以及模組樣品展示，報告時間 10分鐘。簡報(PPT)內容

請勿顯示指導教授及系所名稱 (大會電子信箱: fguboss@gmail.com) 

 

第七屆創業競賽 決賽社會企業組評分表 

評分 備註 

可行性 40% 

社會影響力  

商業模式  

團隊簡介與分工  

財務規劃  

創新性、重要性 25%  

表達 25% 

技巧 20%  

時間 5%  

團隊精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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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簡報(PPT)製作報告以及模組樣品展示，報告時間 10分鐘。簡報(PPT)內容

請勿顯示指導教授及系所名稱 (大會電子信箱: fguboss@gmail.com) 

 

E、評選委員 

由管理學系遴聘數名專業人士與學校教師組成評選委員會 

  

F、比賽時程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創業計畫書收件截止日(含報名表) 106年 11月 16日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公告 106年 11月 22日  

入圍決賽繳交簡報檔(PPT) 106年 11月 27日  

第二階段簡報審查 106年 11月 29日 雲起 101. 102 

頒獎典禮 106年 11月 29日 雲起 101. 102 

大會電子信箱: fguboss@gmail.com 

 

 活動流程：  

15:00~15:10 場地布置 

15:00~15:10 參賽者簽到 

15:10~15:20 評審致辭 

15:20~17:20 各組簡報 

17:20~17:40 評審講評 

17:40~18:00 頒獎、合照 

18:00~18:30 場地恢復 

(註: 參賽者未能於 15:10前報到者將酌予扣分) 

  

G. 附註: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修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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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報名表)  

2017佛光大學第七屆創業競賽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加組別   □ (A) 營利事業組     □ (B) 社會企業組 

隊伍名稱  

系所班級  

(以隊長為準) 

  1.指導老師 1  

  2.指導老師 2  

參 賽 者 1. 隊長  

(含隊長 3-5 人) 2. 隊員 1  

 3. 隊員 2  

 4. 隊員 3  

 5. 隊員 4   

連    絡    人 

指導老師 1(必填)： 電話：03-9871000  

(分機 ____) 

E-mail： 

隊長(必填)： 手機：  E-mail： 

填好後 email 到 fguboss@gmail.com 

註: 電子郵件主旨和檔案都註明:2017 佛光創業競賽+隊名+隊長名 ( 例如: 2017

佛光創業競賽+真好吃+楊大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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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7佛光大學第七屆創業競賽 
 

 

企劃書 

 

題目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參賽隊長 
 

參賽隊員 1 
 

參賽隊員 2 
 

參賽隊員 3 
 

參賽隊員 4 
 

參加組別   □ (A) 營利事業組     □ (B) 社會企業組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