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
海峽兩岸「夢想工場」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大賽
【台灣賽區】活動簡章
壹、

活動主旨

旨在挖掘海峽兩岸極具潛力的創新創業項目，搭建兩岸青年創業者展示交流平台、投融資
對接平台，促進青年創業就業服務體系，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優化青年創業環境，激發全
社會關心青年創業的熱情。

貳、

大賽主題

築力科創 成就夢想

參、

主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大學
承辦單位：中華大學創新創業中心
中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中華大學創新與創意中心
實踐家國際創業學院

肆、

參賽條件

一、 參賽對象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皆可參賽(可跨身分組隊參賽，但成員皆得符合身分)
1. 全國大學校院在校生(碩士以下，含碩士)，年齡不超過 30 歲。
2. 具大學青年教師身分，年齡不超過 35 歲且在職中。
3. 如已成立公司，初創型創業者，要求項目負責人大學畢業五年以內，年齡不超過
30 歲，核心創業團隊成員不超過 5 個人。企業必須完成公司註冊，註冊時間需
早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檢附營利事業登記)。
4. 決賽當天務必攜帶證明身分之文件(正本備查、影本繳交)
(1)身分證、(2)學生證
二、 參賽規定
1. 各組均需 2-5 人報名參加，團隊成員可跨校系組成，每人限報名一組隊伍，各隊
需指派隊長 1 名，以利後續聯絡事宜。
2. 指導老師以 1 位為限，指導老師不列入團隊成員計算。
3.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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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台灣賽區賽程安排

一、 台灣賽區評選時程
階段名稱
開放報名
收件截止日
初審(書面審查)

日期
即日起
11 月 27 日(一)
中午 12 點截止
11 月 28 日(二)至
11 月 30 日(四)
12 月 1 日(五)
12 月 4 日(一)

公告決賽入圍
繳交決賽檔案
截止日
決賽(口頭報告) 12 月 7 日(四)
入圍兩岸總決賽 12 月 16 日(六)
報到
上午 12 點
海峽兩岸總決賽 12 月 17 日(日)
二、 大賽報名方式
1.

注意事項
請確認報名資料繳交正確無誤
請將報名資料上傳至：https://goo.gl/MpJv4u
逾期恕不受理。
評審委員進行審查評分。
下午 5 點前公告於中華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粉絲專頁
請於當日 23:59 前寄到活動聯絡人信箱，逾期恕不
受理。E-mail：chuactive@gmail.com
活動流程將公告於中華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粉絲專頁
採直飛廈門或經由金門小三通前往廈門
決賽地點：廈門

參賽團隊請至報名平台：https://goo.gl/MpJv4u 報名並下載相關資料填寫，請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報名並上傳創業計畫書(含參賽切結書暨
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請務必附上親自簽名掃描擋)，檔案名稱為「夢想工場計

畫書-○○○○(計畫名稱)」。
 報名表單送出將無法修正資料，請務必確認資料正確再行送出。
關注 facebook「中華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粉絲專頁，獲取賽事動態。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u.ecsos/
三、 台灣賽區賽事配套活動
賽事輔導：凡報名參加本競賽者，主辦單位提供創業計畫書等賽事輔導，輔導培訓時
間：11 月 10 日~11 月 25 日。
四、 台灣賽區初賽
2.

台灣賽區大賽評審委員會將對報名參賽團隊的創業計畫書等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將篩選
出台灣賽區前 20 強參加台灣賽區決賽。創業計畫書應主要包括：產品/服務介紹、市場
分析及定位、商業模式、行銷策略、財務分析、風險控制、團隊介紹及其他說明。
初賽評審時間：11 月 28 日~11 月 30 日
初賽結果公告：12 月 1 日，下午 5 點前公告入圍團隊。
五、 台灣賽區決賽

2.

比賽形式：入選 20 強進行 5 分鐘簡報、5 分鐘 Q&A，決選前 4 名，獲得金銀銅
獎，並晉級海峽兩岸總決賽四強爭奪賽。
決賽時間：12 月 7 日(四)

3.
4.

報到地點/休息區：中華大學研發大樓 1F 育成展覽廳
決賽地點：中華大學研發大樓 I202 會議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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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海峽兩岸總決賽賽程安排

時間

事項

備註

12 月 16 日
(星期六)

上午：台灣賽區四強報到
a.
下午：海峽兩岸高校科技成果
轉化高峰論壇/資本對接會
b.

12 月 17 日
(星期日)

上午：總決賽四強爭奪賽
(最終十二強取四強)
下午：兩岸青年創客交流會

5 分鐘簡報+3 分鐘 Q&A 形式，決出前四
強進入冠軍爭奪賽。
冠軍爭奪賽：
四強角逐冠亞季軍，具體事宜另行通知。

晚上：冠軍爭奪賽暨頒獎典禮
c.

柒、


大陸賽區 15 日下午 17:00 前統一報到，台
灣賽區 16 日上午 12:00 前統一報到。
四強爭奪賽：
參賽對象：大陸賽區金銀銅獎共 8 名、台
灣賽區金銀銅獎共 4 名，12 個項目通過

獎金設置
總決賽
冠軍：5 萬元人民幣 (另提供含 20 萬落地創業基金)
亞軍：3 萬元人民幣 (另提供含 20 萬落地創業基金)
季軍：2 萬元人民幣 (另提供含 20 萬落地創業基金)



台灣賽區
金獎 1 組：2 萬元人民幣
銀獎 1 組：1 萬元人民幣
銅獎 2 組：5000 元人民幣
優秀獎 3 組：2000 元人民幣
註：台灣賽區團隊若取得總決賽前三名者，將以最優的獎金發放，非累加制。

捌、

聯絡窗口

中華大學 創新創業中心
Tel：03-5374281(分機 6693、6695、6790，來電請說明競賽名稱)
E-mail：chuactiv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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