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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全國賣吶炬達人創新行銷競賽 競賽辦法 

壹、活動緣起 

舉辦「賣吶炬達人創新行銷競賽」主要目的為提供學生實務訓練及理論知識之應

用演練，並建立與產業交流之平台。本次競賽與業界廠商合作，透過替合作廠商規劃創

新行銷企劃案，作為學生操演專業與創意的實務場域，冀望全國大專院校學生透過此次

競賽，整合知識及技能，藉由發揮團隊精神與創新行銷思維，培養大專院校學生對於產

業趨勢與需求之敏感度，進而獲得解決產業問題的實務能力。 

貳、活動目標 

一、藉由各大專院校學生的參與及交流，激發創意、增進多元型態之學習。 

二、業者提供創新創意議題，透過競賽平台，提供業者與學生團隊的互動交流機會，深

化學生創意創新之實務技能，參與之個案業者亦能獲致解決經營問題的參考方案，

有效建立產學合作平台。 

三、透過專業且具備實務經驗之評審意見，以增進青年學子之實務知能。 

參、競賽題目 

一、競賽題目 

本次競賽邀請兩家個案業者提出相關待解決議題(請參見附件 1、A 組妖怪創界糖狗

村競賽議題說明；附件 2、B 組御鼎興黑豆醬油產業升級議題說明)，作為此次競賽

的主題，相關議題公布後，由參賽學生團隊任擇一家進行企劃案之撰寫。 

二、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辦。 

三、協辦單位：朝陽科大企管系系友會、妖怪創界糖狗村、御鼎興、伽瑪星球有限公司。 

肆、競賽各項事宜 

一、參賽對象 

  就讀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對於創新創意企劃有興趣者，不限

科系、年級皆可報名參加。 

二、參賽資格 

1. 參賽同學必頇「三至七人」組成一隊，不接受二人以下、八人以上報名參賽。

同學可跨系或跨校組隊，但「一人只得參加一組隊伍」，「每隊只能選取一個

題目」。競賽團隊頇具備指導老師，「一隊以兩名指導老師為限」，但各

指導老師不限指導組數。 

2. 競賽團隊「繳交報名表後，即不得更換團隊成員」。 

三、報名費用 

  為鼓勵大專院校學生踴躍參與本次競賽，參賽學生毋需繳交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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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時程(民國 107 年 9 月 21 日(五)起至 107 年 12 月 8 日(六)) 

 

 

 

階段 工作 說明 時間 

報名 
網路

報名 

1. 報名時間：自 107 年 9 月 21 日(五)起至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12：00 前。 

2.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系統報名，參賽團隊請自行擇定

一人為團隊代表人，至報名系統中填覆相關資料，逾時

者視為未報名。 

3. 網路報名系統：https://goo.gl/mxUFdF。 

 

 

 

 

9/21(五) 

│ 

10/19(五) 

初賽 
作品

收件 

1. 繳交資料與檔名規範 

(1) 企劃書作品(含封面、內文、附錄、參考資料來源)

請製作 pdf 格式檔案遞交。 

(2) 授權同意書(附件 3)。 

(3) 檔名規範： 

◎企劃書檔案：「(組名)創新行銷企劃書─隊名(隊長

名)」(例如，「A 組糖狗村創新行銷企劃書─醬得

獎隊(曹冠軍)」)。（檔案若過大，請自行分為數

個檔案，並依照順序命名）。 

◎授權同意書檔案：「授權同意書─隊名(隊長姓名)」

(例如，「授權同意書─醬得獎隊(曹冠軍)」)。 

2. 企劃書作品規範： 

(1) 作品內文：由左而右橫向書寫，以 A4 規格直向紙張

(字體為 12 點標楷體、1.5 行距)，內容以 20 頁為限(不

含：附錄、參考資料、封面頁)，超過 20 頁不計入審

查。 

(2) 封面請勿出現參賽隊伍的「學校名稱」、「學生姓名」

及「指導老師姓名」，如違反規定者，將取消競賽資

格。 

3. 繳交期限與方式：請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三)中午    

12：00 前寄至主辦單位信箱（cyutbacsmile@gmail.com）。 

11/21(三) 

https://goo.gl/mxUF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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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工作 說明 時間 

作品

審查 

初賽作品審查時，每項企劃作品將由三名評審進行匿名審

查。 

11/23(五)~ 

11/29(四) 

結果

公告 

初賽成績公告：107 年 11 月 30(五)17：00 前於朝陽科技大

學企管系網站公告，並以 email 通知各晉級決賽之團隊。 
11/30(五) 

決賽 

作品

收件 

1. 對象：晉級決賽之隊伍。 

2. 決賽規定： 

繳交資料：簡報、企劃書(含檔案與書面文件)。 

1. 決賽檔案繳交：進入決賽之團隊請於 12 月 6(四)   

12：00 前將簡報與企劃書寄至主辦單位信箱。 

2. 決賽書面作品繳交：進入決賽之團隊請逕行於決賽當

天（12/8）報到時，繳交(1)決賽書面企劃書及(2)書面

簡報，兩項皆各一式四份。 

3. 晉級決賽隊伍頇參與口頭報告，若進入決賽之隊伍當

天無法參與者，視為自動放棄，主辦單位不另行提供

任何獎狀。 

12/6(四) 

簡報

發表 

1. 12 月 8 日(六)9：00 舉行決賽，賽後隨即舉辦頒獎。 

2. 決賽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3F「時選廳」及 4F

「天生廳」。 

3. 決賽活動資訊：詳細內容將於決賽前另行於朝陽科技大

學企管系網站公告。 

12/8(六) 

頒獎 
決賽獲獎將於決賽當日頒獎，名單亦將公告於朝陽科技大

學企管系網站。 
12/8(六) 

 

五、參賽者參訪協助 

1.A 組妖怪創界糖狗村：參賽者參訪時間為周一~周五營業時間，週六、週日與國

定假日不接受參賽諮詢。 

2.B 組御鼎興：開放 10/21(日)現場參訪與競賽諮詢，欲參加者請另行線上報名(御

鼎興 10/21 參訪活動報名系統 https://goo.gl/JW7rct )。 

 

六、評審辦法 

(一)初賽評選標準說明 

1.資格審查由審查委員針對參賽企劃作品進行資格審查篩選，凡參賽隊伍資料不齊

全或違反本賽程相關規定者，皆於篩選時進行淘汰。 

  

https://goo.gl/JW7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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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賽評審標準： 

評審項目 評審內容 比重 

邏輯力 
內容架構完整性（切合主題、目標客群定義與產品的

定位、基本行銷理念之運用） 
30% 

創造力 
創意表現（活動方案是否與眾不同，並具創意、創意

行銷 DM、創意行銷話術設計） 
30% 

執行力 
可執行性（時程安排、企劃案實際投入銷售環境中的

執行性、成本與售價估計之合理性） 
40% 

說明： 創意行銷 DM 係指「針對業者需求所設計之海報或任何形式之物件，以作為比

賽現場的說明與宣傳之輔具」。 

1. 本次競賽針對每一家個案業者(共 2 家)分別錄取前六名晉級決賽。 

2. 針對上述兩個案競賽，主辦單位將擇優取若干隊給予「佳作」獎勵。企劃案審

查成績分數若有相同時，將依序以（1）執行力及（2）創造力進行比較，取其

分數較高者優先進入決賽，若三者分數皆相同，則增額入選。 

(二)決賽評選標準說明 

1. 入圍決賽各隊伍於比賽前進行抽籤決定口頭報告之順序。 

2. 現場評審委員依參賽隊伍之現場簡報，進行小組評分。評分項目如下： 

評 分 項 目 比重 

簡報內容（含簡報製作、口語報告流暢度、台風) 及 現場問答 30% 

可執行性 40% 

創造力(創意表現) 30% 

決賽成績 100% 

3. 決賽時，各參賽隊伍上台報告及作品呈現說明時間為 15 分鐘，時間終了時，各

隊不得再繼續報告，經按鈴警告仍未停止報告者，將由評審委員們視違規程度

酌予扣分；評審 Q＆A 時間為 10 分鐘。 

4. 決賽名次先以各評審之評分進行評比排序，分數越高，排序越低，三位評審「評

比排序總和最少者」得第一名，餘此類推。當評比排序總和相同時，則依序根

據參賽隊伍之「可執行性」、「創造力」及「簡報內容」分數進行評比。 

5. 若遇評選之問題，以現場評審之意見進行修正，參賽隊伍不得提出異議。 

七、獎勵辦法 

1.第一名 15,000 元獎金及獎狀。 

2.第二名 8,000 元獎金及獎狀。 

3.第三名 5,000 元獎金及獎狀。 

4.第四名至六名：獎狀、廠商加碼獎品或獎金。 

以上給獎，獲獎隊伍之指導老師將給予指導證明； 

另外，指導參賽隊伍超過三隊之教師，另外致贈協辦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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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1. 為公平起見，參賽企劃書將以匿名方式進行評選作業，各參賽隊伍所繳交的作

品電子檔請勿出現參賽隊伍的「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指導老師姓名」

（僅能出現隊伍名稱），如違反規定者，將取消競賽資格。 

2. 由於考量各評審委員審查時間及負荷，請各參賽隊伍所繳交之檔案資料必頇於

20 頁之內完成（不含封面與目錄），超過 20 頁後之內容，評審委員將不予以

審查。 

3. 參加 2018 全國賣呐炬達人創新行銷競賽之參賽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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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有權

取消其競賽獲獎資格。 

4. 參賽團隊保證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料，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如與事

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該團隊

並應自負一切相關責任。 

5. 參賽團隊於競賽期間所產生之各項資料，其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參賽團隊」

所擁有，但需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使用。 

6. 主辦單位擁有修正競賽相關辦法之權利，並以競賽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7. 參賽作品請自行備份，主辦單位不發還參賽作品。 

8. 有關參賽者與指導老師之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將於報名系統中一併宣告，當參賽

者完成競賽報名時，即表示同意該聲明。 

 

九、活動聯絡人 

企業管理系 黃淑琴  副教授  schuang2@gm.cyut.edu.tw 

活動助理 温才芳 0988-257040 

系辦聯絡人：黃素芳助教(04)2332-3000#7063 

主辦單位信箱：cyutbacsmile@gmail.com 

朝陽科大企管系網站：https://ba.cyut.edu.tw/ 

競賽網頁：https://goo.gl/4Sduuq 

 

 

  

mailto:cyutbacsmile@gmail.com
https://ba.cyut.edu.tw/
https://goo.gl/4Sdu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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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授權同意書 

簽署聲明： 

一、 參賽團隊的創意想法、參選作品之智慧財產權與各項權利均屬於「參賽團隊」

所有，但需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使用。 

二、 參選作品不得抄襲仿冒、剽竊他人作品，如經發現有侵害著作權法、商標法

或任何法規者，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已頒發之獎項外，法律責任應由參賽

團隊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三、 所有參賽作品的資料概不退還。 

四、 本組及各組員均同意依照主辦單位徵選實施辦法之一切規定辦理。 

 

立聲明書人：（※全體隊員皆頇簽名，未簽名者視同資格不符）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1. 授權同意書請影印簽名後，掃描為電子檔連同參賽作品一同繳交。 

2. 參賽繳交資料與檔名規範 

(1) 企劃書作品(含封面、內文、附錄、參考資料來源)請製作 pdf 格式檔案遞交。 

(2) 授權同意書(附件 3)。 

(3) 檔名規範： 

◎企劃書檔案：「(組名)創新行銷企劃書─隊名(隊長名)」(例如，「A 組糖狗村創

新行銷企劃書─醬得獎隊(曹冠軍)」)。（檔案若過大，請自行分為數個檔案，

並依照順序命名） 

◎授權同意書檔案：「授權同意書─隊名(隊長姓名)」(例如，「授權同意書─醬得

獎隊(曹冠軍)」)。 

3. 企劃書作品規範： 

(1) 作品內文：由左而右橫向書寫，以 A4 規格直向紙張(字體為 12 點標楷體、1.5 行

距)，內容以 20 頁為限(不含：附錄、參考資料、封面頁)，超過 20 頁不計入審查。 

(2) 封面頁需註明隊伍名稱、隊員姓名，請依據附錄 2 規範之格式填寫。 

(3) 封面請勿出現參賽隊伍的「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指導老師姓名」，如違反

規定者，將取消競賽資格。 

4. 繳交期限與方式：請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三）中午 12：00 前寄至主辦單位信箱
（cyutbacsmil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