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少年頭家全國創業實務競賽 

 

2023 年少年頭家全國創業實務競賽 
一、 活動宗旨 

為營造大專校院師生創新創業環境、實現創業家精神、扎根三創校園氛圍，

舉辦少年頭家全國創業實務競賽；創業必須具備完整的專業與管理知識外，團隊

合作、執行力與創意創新產品/服務都是創業成功的必要因素；本創業競賽期能

透過參賽團隊的跨領域學習與互動，結合時事議題並提出具市場可行的事業企劃

與創新產品/服務的構想；並藉由競賽的過程達到相互交流、學習與切磋的目的。 

二、 競賽主題 

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範圍涵蓋：綠色設計、綠色供應鏈、綠色消費、環境保護、減少剩食、減

碳、循環經濟等 

釋例： 

1. 兩個女生設計的「循環杯」如何幫台南減廢？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305 

2. 台灣香蕉莖纖維如何取代塑膠？｜地方創生案例：高雄旗山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223 

3. 2026零剩食、蒐集 CO2做塑膠瓶 瑞士超市雙雄拚減碳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394 

4. 惜物傳統催生新商模：升級、再造二手衣回銷歐洲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001 

三、 參賽對象與資格 

(一) 全國各大專校院在學大學生 
(二) 參賽團隊以 4 ~ 6 人為原則，各組鼓勵組成跨院、跨系的競賽團隊，例如

團隊成員包括：工程、資訊、行銷、財務、策略規劃、生產與服務等不

同專長的同學；組成跨系團隊者將酌予加分。 
(三) 每隊設隊長 1 名，以便與主辦單位聯繫。 
(四) 團隊指導老師以 2 位為上限 

四、 活動方式 

(一) 初賽書審：於報名期限內線上報名並繳交創業構想書，創業構想書包

含產品構想說明、目標市場與競爭分析、營運模式、財務規劃、團隊

組成與獲獎經驗...等，至多 20 頁(不含封面)，檔案類型以 PDF 檔為

主，為匿名審查，創業構想書除首頁外，內容不得顯示可辨別參賽者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30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223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394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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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資料(如真實姓名、校名….)。 
(二) 主辦單位將於 112 年 5 月中(另行公告)公佈決賽入圍名單( 8 隊)。 
(三) 決賽評選：決賽日(112/5/29-6/2 擇一日)每團隊 12 分鐘簡報與 8 分鐘 Q

＆A，並於決賽當日決定競賽名次。 

五、 獎勵方式 

依評選結果，取前三名以及佳作五名給予獎勵如下： 
(一) 第一名：參萬元禮券，1 組 
(二) 第二名：貳萬元禮券，1 組 
(三) 第三名：壹萬元禮券，1 組 
(四) 佳作（5 組）：各伍仟元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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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競賽時程 

競 賽 階 段 應繳文件/重要事件  日 期 

線上報名 
上網填報參賽團隊成員基本資訊 
報名連結：  

至 112 年 4 月 21 日 (五)前 

繳交創業構想書 

(一) 繳交創業構想書檔案 
(二) 檔案類型限 pdf 檔，至多 20 頁(不含

封面) 字體為 12pt 標楷體，1.5 行距）。 
(三) 構想書大綱可參考本競賽辦法

P.5~P.6。 

112 年 4 月 28 日(五)前 e-mail
至 ibm@gs.nfu.edu.tw 

初審(書審) 評審以書面方式進行審查  

公佈入圍決賽名單 請至網站上查詢(預計入圍 8 組隊伍) 
112 年 5 月中 
(另行於官網、Facebook 公告) 

決賽 

(一) 每團隊簡報時間 12 分鐘內，Q&A 時

間 8 分鐘。 
(二) 當天請自備 Power Point 檔、書面資料

5 份，採講義式印法(每頁 2 張投影片)。 
(三)  

112/5/29-6/2 (擇一日) 
*視疫情情況決定實體競賽或

透過線上同步評選* 

頒獎典禮 決賽時程將另行通知 決賽當日 

七、 報名方式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7A6pZSALhDihRyZv7 

 

 

競賽官網： https://reurl.cc/AyZz2Y 

  

https://reurl.cc/AyZz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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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標準 

(一) 初賽書審（評分重點：創業構想書企劃力） 

項次 評分標準 評審內容 權重 

1 創新獨特性 
創業企劃是否具備獨特性與商業模式創

新性 
30% 

2 可行性評估 創業企劃的可行性 30% 
3 企劃完整性 創業企劃的整體 30% 

4 整體資源規劃 
整體財務與資源規劃是否適切，且合理

假設下推算財務規劃相關之分析及報表 
10% 

(二) 決賽評選(評分重點: 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的創新性、可行性、簡報技

巧、與團隊合作) 

項次 評分標準 評審內容 權重 

1 
創業構想書企

劃力 
初賽之書面評分 40% 

2 簡報完整性 
簡報技巧、商業模式創新性、可行性與

完整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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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1. 本次競賽未進入決賽隊伍將發予參賽證明。 
2. 為匿名審查，創業構想書除首頁外，內容不得顯示可辨別參賽者身份的資料(如

真實姓名、校名….) 
3. 進入決賽作品不得於其他競賽中曾有獲前三名獎項之情事，進入決賽之參賽團

隊由隊長代表簽署切結書，若有違反之情事，本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

格，並追回所領之禮券。 
4. 參賽團隊保證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料，並無涉及他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等

糾紛，如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本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

格，該團隊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5.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屬於參賽隊伍所有，僅供主辦單位推廣展示用。 
6. 競賽參賽人員視同接受主辦單位所公告之競賽辦法及各項公告、規則與評審結

果，若有違反之情事，本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 
7. 參賽學生禁止跨團隊參賽或重複報名。 
8. 進入決之隊伍，決賽日至少需二分之一(含)以上團隊學生出席競賽，未達出席

人數之隊伍予以取消決賽參賽資格。 
9. 參加初賽者之創新創意構想書，主辦單位收到後不再影印，以電子檔呈送評審

委員審查與評分。繳交所有文件不論得獎與否將不予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10. 基於比賽公平原則，參賽小組不得在報名後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

請參賽小組在報名截止日前，仔細確認報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 
11. 參加競賽者作品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12. 因應疫情變化，主辦單位有權調整決賽進行方式。 
13. 決賽評選辦理方式，以疫情指揮中心建議方式辦理，若必要時採取線上同步

評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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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15.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則以本競賽網站最終公告之說明為準。 

 
 
 

主辦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協辦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聯絡窗口：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助理 李小姐 05-6315771 
     e-mail:  ibm@gs.n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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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23 年少年頭家全國創業實務競賽 

 

創業構想書 

 

 

企業名稱： 

主題： 

就讀學校： 

參賽學生／系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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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架構僅供參考，可自行增刪與修改）  

摘要  

第一章 前言  

1.創業概念與願景 

2.團隊介紹(含角色分工說明)  

第二章 公司定位、經營理念與產品規劃  

1.公司定位  

2.經營理念  

3.經營價值  

4.產品說明與介紹  

第三章  產業環境分析  

1.產業特性  

2.產業發展趨勢  

3.關鍵成功因素  

4.市場分析  

5.產業結構分析  

6.顧客（市場區隔）分析  

7.競爭分析（含產品比較、競爭對手分析）  

8.SWOT 分析  

第四章  經營規劃  

1.經營理念  

2.經營規劃與經營策略  

3.商業模式  

4.行銷規劃  

5.組織架構與人力需求  

第五章 財務預測與風險 

第六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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