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科技大學
「2021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競賽」
(2021 ISCIL)

活動簡章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創新創業育成中心
共同主辦：崑山科技大學創育聯盟

110 年 6 月

一、活動目的：
本競賽(2021 ISCIL)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展現創意、發揮所學的舞台，鼓勵學生透過
團隊與資源合作，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創意思維、創業精神，並讓學生在提出創意的
同時，學習將想法化為實際行動，瞭解如何考量現實環境與條件，將創意化為具體的
執行計劃，並 藉由舉辦創業競賽方式，相互交流學習，加強學生的創意實用性，進而激
發學生無限的潛能與增廣視野。

二、競賽規則：
(一) 參賽類組：


競賽主題以「智慧生活」為主軸，分為〝創意組〞與〝創業組”；其中〝創
意組〞又分為「工業工程組」、「文創設計組」、「商業管理組」、「生活
應用組」，由參賽者提供完整的簡報內容，並清楚、完整的呈現其創意點子
或創業的技術、產品與服務進行提案。
1.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


創意組分為「工業工程組」、「文創設計組」、「商業管理組」、
「生活應用組」，各作品得依其規定之類組擇一提出申請。



參賽對象限高中職校在校生為原則，每團隊以 3 至 8 人組隊方式報
名參加(組員人員至少 3 人，至多以 8 人為限，可跨系組隊參加)，同
一人不得同時跨隊參加競賽。

2.



每隊須推派一名同學擔任隊長(聯絡人與簡報主要報告人)。



每隊需有 1 位指導老師協助輔導，至多 2 位為限。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參賽對象限大專校院以上在校生(含碩、博士班)為原則，每團隊以 3
至 8 人組隊方式報名參加(組員人員至少 3 人，至多以 8 人為限，可
跨系組隊參加)，同一人不得同時跨隊參加競賽。





每隊須推派一名同學擔任隊長(聯絡人與簡報主要報告人)。



每隊需有 1 位指導老師協助輔導，至多 2 位為限。

參賽之作品需為參賽隊伍自行創作，如參賽作品為目前既有產品或目前既有
智慧財產權的加值應用，需取得目前既有智慧財產權擁有者的同意書，不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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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權為參賽隊伍所有，如有任何違反著作權事宜或其他相關侵權行為，立即
取消參賽資格，後果須由參賽 隊伍自行負責。參賽作品若因上述情節造成第
三者權益損失，參賽者應負完全法律責任並不得異議。
(二) 提案規則：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
參賽作品以簡單創意之構想即可提案，並以 PPT 簡報檔案或影音(3-5 分鐘)方
式呈現構想進行提案。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參賽作品需以技術性、具產品雛型或服務等商業模式，並以 PPT 簡報檔案或
影音(3-5 分鐘)方式呈現進行提案。

三、報名方式：
(一) 參賽類組：本次競賽分為〝創意組〞與〝創業組”，其中〝創意組〞又分為「工業
工程組」、「文創設計組」、「商業管理組」、「生活應用組」，各作品得依其
規定之類組擇一提出申請，主題為智慧生活(例如：創新的生物科技、觀光旅遊、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文化創意)。
(二)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四)止。
(三)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http://tny.im/oH3。
 報名繳交 (WORD、PDF 電子檔)資料: (檔名請依規定命名，檔名格式如附件)
1. 報名表(如附件一)。請提供 WORD 檔。
2. 簡報檔(請參考附件二內容)。請以簡報檔並轉成 PDF 檔提供。或影音(3-5 分
鐘)，請上傳 youtube 後將連結貼至報名系統。
3. 切結書(如附件三) 。請親簽後掃描成 PDF 檔。
＊敬請有意願參賽之團隊於 110 年 9月 30 日(四)前請先線上報名後，再將參賽報名資料電
子檔(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上傳至 http://tny.im/oH3 檔案上傳專區，即完成所
有報名。
● 檔案名稱：請依照附件檔名命名 (ex. 附件一、團隊名稱-作品名稱(團隊報名表))

四、活動期程：
活動階段

活動時程
即日起至

報名期間

110 年 9月 30 日(四)止

收件截止日期
初選

備註

110 年 9月 30 日(四)止
110 年 10 月 4 日(一)
至 110 年 10 月 6 日(三)
110 年 10 月 8 日(五)

初選結果公佈

以簡報資料或影音(3-5 分鐘)評選
於本競賽網站公告入圍之團隊名單，
並以 E-mail 通知。
創業組初選入圍者需參加複選(培訓)

創業組複選(培訓)

110 年 10 月 19 日(二)

※ 未參與培訓之創業組團隊，將取
消團隊參賽資格。

創業組複選結果公佈

110 年 10 月 21 日(四)前

決選、成果發表暨
頒獎典禮
決選結果公佈

於本競賽網站公告入圍團隊名單，並
以 E-mail 通知。

110 年 10 月 26 日(二)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

於本競賽網站公告獲獎團隊名單

五、競賽方式：
1、初賽評選


各類組以簡報檔或影音(3-5 分鐘)審查為主，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
小組，「創意組」擇優挑選前二十名團隊進入複賽評選；「創業組」擇優挑選
前十名團隊進入複賽評選。



初賽評選結果，將於 110 年 10 月 8 日(五)於本競賽網站公告入圍複選團隊名單，
並以 E-mail通知。



初賽評選評分標準：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創新獨特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50%

可執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完整可行性

50%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創新獨特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20%

可執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完整可行性

20%

邏輯完整性

經營模式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20%

財務規劃

財務與資源之分析規劃穩健性

20%

寫作表現

清楚表達其創業概念與計劃

20%

2、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複賽評選(培訓)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團隊必須準備簡報檔或影音(3-5 分鐘)，由主辦單位聘請業
界專家擔任創業導師團，針對入圍團隊進行專業諮詢、輔導與評選。



複賽評選(培訓)以一對一方式，由聘任之創業導師輪流針對每組團隊進行輔導
與評分，每一輪輔導時間為十五分鐘，請參賽隊伍務必把握培訓時間。



複賽評選結果，將於 110年 10 月 21 日(四)前於本競賽網站公告入圍決賽團隊名
單，並以 E-mail通知。



凡入圍之團隊，請務必參加複賽評選(培訓)，如未參與培訓之團隊，將取消團
隊參賽資格。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複賽評選評分標準：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創新獨特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25%

可執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完整可行性

15%

邏輯完整性

經營模式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25%

財務規劃

財務與資源之分析規劃穩健性

10%

簡報表現

清楚表達其創業概念與計劃

25%

3、決賽評選


各團隊必須準備簡報，並由主辦單位聘請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對進入決賽之隊
伍進行實質審查。進入決賽評選之競賽團隊，需準備上台簡報十分鐘，並且接
受五分鐘之評審詢答；請參賽隊伍務必掌控簡報時間，超過時間則需扣分。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決賽當天之上台簡報順序，將於當天報到時，由隊長代表抽

籤決定上台順序。


決賽評選評分標準：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創新獨特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15%

可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評估

15%

創意內容

簡報(影音)製作與表達能力之呈現

30%

提案表現

團隊合作、時間掌控、詢答及口語表達能力

40%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評分項目

內容

權重

創新獨特性

商業模式具備創新性與獨特性

25%

市場潛力

評估其市場機會、行銷策略、預期效益及發展潛力

25%

獲利模式

財務與資源之分析規劃與獲利狀況

10%

可行性

市場分析與整體企劃評估

15%

提案表現

團隊合作、時間掌控、詢答及口語表達能力

25%

六、活動流程表：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複賽評選(培訓)


日期：110 年 10 月 19 日(二)



時間：09：00 – 17：00



地點：崑山科技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圖書館 10F)



流程表：
時間

活動流程

09：00 – 09：20

報到

09：20 - 09：30

團隊、長官來賓就位完畢

09：30 - 09：40

長官致詞、業師介紹

09：40 - 12：00

創新創業實戰一

12：00 - 12：30

午餐、中場休息

12：30 - 16：30

創新創業實戰二

16：30 - 17：00

業師、團隊綜合交流

17:00 -

賦歸

 決賽評選(決賽暨成果展)


日期：110 年 10 月 26 日(二)



時間： 09：00 – 17：00



地點：崑山科技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圖書館 10F)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流程表：





時間

活動流程

09：00 – 09：30

報到

09：30 – 09：50

長官、來賓致詞

09：50 – 12：00

創意發想

12：00 - 13：30

聯合餐敘

13：30 - 15：00

決賽評選

15：00 - 16：00

創意交流

16：00 - 17：00

評審講評、頒獎、閉幕式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流程表：
時間

活動流程

09：00 – 09：30

報到

09：30 – 09：50

長官、來賓致詞

09：50 – 11：00

成果展佈置

11：00 - 17：00

成果展發表

11：00 - 11：30

簡報與作品準備、報告順序抽籤

11：30 - 13：00

聯合餐敘

13：00 - 14：30

簡報競賽(簡報 10 分鐘 Q&A 5 分鐘)

14：30 - 14：40

中場休息

14：40 - 16：00

簡報競賽(簡報 10 分鐘 Q&A 5 分鐘)

16：00 - 17：00

評審講評、頒獎、閉幕式

決賽評選結果公佈，將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於本競賽網站公告獲獎團隊名
單。

七、獎勵方式


依決賽總成績排名：
創意組(高中職校組)



創業組(大專院校組)

名次

獎勵

名次

獎勵

第 1 名(4 名)

新台幣 1 萬元

第 1 名(1 名)

新台幣 5 萬元

第 2 名(4 名)

新台幣 8 千元

第 2 名(1 名)

新台幣 4 萬元

第 3 名(4 名)

新台幣 5 千元

第 3 名(1 名)

新台幣 2 萬元

佳作(8 名)

新台幣 2 千元

佳作(2 名)

新台幣 6 千元

以上獎項另頒予指導老師與隊員獎盃一座及每人獎狀各一只。

八、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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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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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加競賽之簡報檔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4、敬請密切注意各項活動期程及如期完成相關配合事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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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
位有最終修訂之權利。
九、活動聯絡人：
＊崑山科技大學創新創業育成中心

陳珮薰 小姐

＊TEL：06-2059715 轉 11 校內分機 332 轉 11
＊E-mail：tll03213@mail.k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