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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30(六)【商管盃-營運模式組競賽】

行前通知 

比賽介紹：營運模式 

一、 比賽時間地點： 

2016 年 4 月 30 日(六) 交通大學電子資訊中心_國際會議廳 

二、 賽程規劃： 

1. 此次營運模式創新競賽，提供 EMBA 企業家與學術代表，各界菁英的

交流平台，藉此充分展現企業創新、創意性及經濟實力，提昇企業家產

業競爭力。今年度首次結合 EMBA 商管聯盟盃的創新競賽，與聯盟學

校彼此交流、感受差異，以創意會友，以自家企業模式交集出新的商業

思想。 

2. 首次舉辦「營運模式創新賽」，競賽主題為：「服務創新」。 

3. 參與企業無限制營業項目，只需其企業營運主軸為服務服務創新產業皆

可報名參加。 

4. 參賽團隊須以團隊成員之自家營運中之企業為個案，就如何從商業模式

創新或營運模式優化，提出自家企業的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

並針對其內容進行書面企劃與簡報說明。 

5. 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內容需符合創新、創意或是提昇獲利及

營收等優化經營範疇。 

6. 歡迎已完成公司設立登記並且營運中之「社會企業」參與。 

三、 參賽資格： 

1. 聯盟內外學校以籌組 1 隊參賽為原則；總參賽隊數以 10~15 隊為原

則，超過隊數以書面審查決定之。 

2. 參賽之營運模式須為參賽隊伍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

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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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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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4. 每隊成員 6 名，至少 2 名為聯盟內或外學校在學學員 ，其餘隊員可

為聯盟內外學校 EMBA、xMBA 或碩士學歷同等學員或畢業校友 (報

名時請檢附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 )。 

5. 隊員中一人需俱備營運模式所屬企業或公司之經營者、股東、經理、

或部門主管等身份，須在正式的報名書上，指定授權代表人一位擔任

隊長並且取得該企業之授權，能代表該企業負責此比賽聯繫及得獎權

利義務之一切相關事宜，獲獎時由授權代表人領取。報名資料需註明

企業詳細資料。 

6. 企業的營業項目不限「服務類產業」，但需為目前己設立且營運中之

企業。 

四、 04/30(六)「現場簡報」比賽流程：  

1. 評分程序分為「賽前書審」及「現場簡報」及二個階段。 

2. 「賽前書審」：為審查各報名隊伍之企劃書內容是否符合競賽主題，

請各隊伍務必於 2016/04/15(五)前提供給主辦單位，否則將視為棄

權。 

3. 書審入圍的隊伍，2016/04/22(五)前以電子郵件及網站公告等方式通

知，並於 2016/04/30(六)進行「現場簡報」競賽。 

4. 各隊簡報時間 10 分鐘，評審提問及隊伍答覆時間 8 分鐘，採一問一

答方式，總計 18 分鐘，競賽結束後由評審進行講評。 

5. 每隊進退場以 5 分鐘為限，簡報及回答人員由參賽隊伍自行推派。 

6. 現場計時將於剩下 5 分鐘舉牌提醒，剩下 1 分鐘舉牌並按鈴一聲提

醒，結束時間到以舉牌並按鈴兩聲提醒，請停止說明。若超過時間將

持續以長鈴聲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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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審講評：  

比賽結束後，由 9 位創投評審及企業家評審進行綜合講評。 

六、 評分標準及項目：  

1. 營運模式計劃書及簡報評分標準： 

序號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說明 

1 企劃書簡報檔完整性 20% 
 簡報檔內文論述觀點一致、主題鮮明、

邏輯性強、理解度高。 

2 創意、創新性 20% 
 綜合比較、分析並總結自身企業與他者

之差異性及營運特點。 

3 市場性、可操作性 20% 

 有明確的市場背景，對相關行業的發展

深具借鑒意義。 

 對自身營運模式有全面的認識與提煉，

並且能從營運、營銷、組織結構及財務

等多角度進行整合歸納。 

 其營運模式具有強力的可操作性或已為

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 

4 永續發展績效 20% 

 企業願景的構築與實踐。 

 確立永續經營之道的核心價值，透過切

實的新策略，兼顧環保及公益，與社會

共存共榮。 

5 領導與團隊現場表現 20% 

 簡報者表達力，思路清晰，極富感染力。 

 團隊現場表現默契。 

 正確理解評審提問，回答流暢。 

2. 團隊簡報陳述評分標準： 

序號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1 主題鮮明、具邏輯性 30% 

2 富有激情、感染力強 25% 

3 表達流暢、口齒清晰、言詞精準 20% 

4 個人形象、著裝氣質 15% 

5 時間掌控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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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比賽獎項： 

1. 由評審共同選出「最佳營運模式獎」(冠軍)一名。 

2. 由評審共同選出「優勝」二名。 

3. 由評審共同選出「佳作」若干名。 

4. 由創投評審選出「最佳可投資獎」若干名。 

5. 由創意、創新性項目最高分之隊伍，獲得「最佳創新獎」一名。 

6. 由永續發展績效項目最高分之隊伍，獲得「最佳評審獎」一名。 

7. 由評審共同選出簡報者個人評分項目最高分者，獲得「最佳團隊簡報

陳述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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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表 

2016 年 4 月 30 日(六)【營運模式創新交流賽】-議程表 

組別 

時間 
【營運模式組】 

地點： 

電子資訊中心 1F 

08:30-09:15 
各隊報到、核對身分、名牌 報到處 

簡報順序抽籤、檔案測試 服務台 

09:00-09:15 營運模式_賽前評審會議 貴賓室 

09:15-09:30 開場儀式、評審及長官致詞 

國際會議廳 

(※提醒您此場地禁止飲

食，開水除外) 

09:35-09:55 第一隊簡報 

10:00-10:20 第二隊簡報 

10:25-10:45 第三隊簡報 

11:05-11:25 第四隊簡報 

11:30-11:50 第五隊簡報 

11:50-13:00 

午餐-營運模式參賽選手、 1F 第一會議室 

午餐-營運模式及元大盃 

隨隊/觀摩人員 
1F 開放式用餐區 

午餐-元大貴賓、各校執行長、評審 2F 203 室 蘭成廳 

13:10-13:30 第六隊簡報 

國際會議廳 

(※提醒您此場地禁止飲

食，開水除外) 

13:35-13:55 第七隊簡報 

14:00-14:20 第八隊簡報 

14:25-14:55 第九隊簡報 

15:00-15:20 第十隊簡報 

15:25-15:45 第十一隊簡報 

15:50-16:10 第十二隊簡報 

16:15-16:35 第十三隊簡報 

16:40-17:00 第十四隊簡報 

17:05-17:25 第十五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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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17:45 
比賽結束後，由各評審進行講評 

(約 20 分鐘)。 

17:45-18:25 
晚餐-全部參賽選手、隨隊人員 

1F 第一會議室、開放式

用餐區 

晚餐-元大貴賓、各校執行長、評審 2F 203 室 蘭成廳 

18:30-20:30 元大盃十週年暨頒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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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員』提醒事項 

【報到資料】4/30 上午 8:30 請各隊於電資大樓 1F 進行報到，選手請攜帶學生

證或身分證件(如健保卡、駕照等)進行身分核對。 

【比賽順序】依報到先後順序至比賽會場抽籤決定簡報順序。 

【參賽人數】每隊人數 4~6 人，不足 4 人喪失比賽資格。 

【比賽會場】營運模式創新賽：電資大樓 1F-國際會議廳。 

【自備物品】請各隊自行準備筆電、USB 隨身碟等競賽準備相關物品。 

【比賽設備】投影/播放簡報之電腦設備由大會提供，請各隊自行準備 UBS。 

【Wifi 帳密】SSID: NCTU-Seminar 

   帳號：SE355082 

   密碼：8pnma1 

【簡報檔案】大會依各隊於 4/26 提供的書面資料作為 4/30 簡報的檔案，若當

天隊伍要用新的簡報檔(PPT)，請於報到時交給工作人員。 

 (※請自備 USB 隨身碟)  

簡報檔名：組別-隊名-日期(例：營運模式組-強棒隊-0426) 

紙本列印：大會依各隊 4/26 前提供的書面資料紙本列印給每位評

審各一份(PPT 2 張印 1 頁、彩色雙面列印)。 

若於 4/30 當天更新簡報的隊伍請自備新版紙本資料，否則以大會

準備的紙本資料為主。 

電腦系統：作業系統 Windows 7；Office PowerPoint 2010。 

※簡報測試時間為 8:30-9:15 或 11:50-12:40，請各隊至服務台測

試簡報相容性，近比賽時間的隊伍優先進行測試，逾時視同放棄；

非規定時間不開放測試設備。 

簡報繳交後無法再異動，請務必確認檔案正確再繳交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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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進行】 

 各隊簡報時間 10 分鐘，評審提問及隊伍答覆時間 8 分鐘，採一問

一答方式，總計 18 分鐘，競賽結束後由評審進行講評。 

 每隊進退場以 5 分鐘為限，簡報及回答人員由參賽隊伍自行推派。 

 現場計時將於剩下 5 分鐘舉牌提醒，剩下 1 分鐘舉牌並按鈴一聲

提醒，結束時間到以舉牌並按鈴兩聲提醒，請停止說明。若超過時

間將持續以長鈴聲制止。 

 比賽結束後，由評審進行綜合講評(約 20 分鐘)。 

【注意事項】參賽隊伍進入會場後，請聽從工作人員的安排，請勿於比賽會場內

接聽電話、隨意喧嘩及走動。如有需要協助可由該校隨隊人員或大

會工作人員協助。 

【比賽觀摩】各隊選手、指導老師及各校隨隊人員皆可於比賽會場內觀摩每隊簡

報；若會場空間不足，各校隨隊人員可移至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室』

或『第一會議室』觀看營運模式比賽直播畫面。 

【用餐地點】營運模式比賽會場-「國際會議廳」禁止飲食(白開水除外)，請選

手午餐、晚餐移至電資中心 1F『第一會議室』享用餐點。 

晚餐享用後請參加 18:30 於國際會議廳舉行的「元大盃十週年暨頒

獎晚宴」。 

【停車券】請至電資中心 1F 的服務台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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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隨隊人員』提醒事項 

【報到處】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室』或『第一會議室』進行報到，並同時領取停

車券。 

【休息室】電資大樓 1F『第四會議室』、『第一會議室』、管理一館地下室

MB10，三間休息室皆可觀看營運模式比賽直播畫面。 

【拍攝花絮】管理一館地下室 MB10、電資大樓 1F『第四會議室』休息室內有

攝影人員拍攝花絮，請為參賽隊伍加油打氣。 

【用餐區】 

 元大盃評審、元大文教基金會及商管聯盟貴賓午餐請至 M117 評審休息室

享用；晚餐請一同至電資中心 2F 203 室享用。 

 各校執行長、貴賓午、晚餐請至電資中心 2F 203 室享用。 

 隨隊人員午、晚餐請至電資中心 1F 開放空間設置桌椅處享用餐點。 

 

【攤位區】電資大樓 1 樓有設置媒體書籍、商品攤位，可以進行參觀。 

 

【網路直播】經濟部技術處(DOIT)與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共同打造影音服務跨

業整合服務驗證平台｢集視 G’s VIEW｣，提供客製化專屬頻道，

支援跨媒體、跨螢、跨平台網路同步觀看。想了解相關訊息請多運

用網路直播一同參與『2016EMBA 商管聯盟高峰會-營運模式競

賽』，直播網址：www.gsview.tv。 

【Wifi 帳密】SSID: NCTU-Seminar 

   帳號：SE355082 

   密碼：8pnma1 

 

http://www.gsview.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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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會場位置圖 

一、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平面圖 

 

二、 元大盃比賽會場-管理一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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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大盃比賽會場-座位圖 

 

四、 管理一館 B1 隨隊人員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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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運模式比賽會場-電子資訊大樓 1 樓平面圖、座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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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元大盃&營運模式頒獎典禮會場-電子資訊大樓 1 樓

國際會議廳座位圖 

 

※因晚會會場座位有限，請隨隊人員可至『第一會議室』及『第四會議室』觀看

直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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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營運模式比賽會場、元大盃&營運模式頒獎晚會直播

會場-電資大樓 1 樓第一會議室&第四會議室平面圖 

 

※第一會議室』可觀看營運模式競賽會場直播畫面，於用餐時段為營運模式選手

優先用餐區，請隨隊人員可至 1 樓大廳開放式座位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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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一、 4 月 30 日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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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 

搭乘臺灣高鐵於「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國光客運【1782】或本校【光復-竹

北校車】 (參考國光客運時刻票價、校車時刻表)  

■火車： 

搭乘西部幹線至「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公車至本校。 

■公車： 

搭乘市區二路公車到達交大，或搭乘一路公車於清華站下車，或可搭乘市區一路

公車到達過溝站，並沿大學路走至交大 (參考新竹市公車時刻表) 

■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紅線)，可至交大校內下車 (參考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自行開車： 

(一) 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台北→中壢→93.5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大學路(加油站旁)→交通大學光

復校區北大門。 

 台北→中壢→94.6 公里(95B)科學園區交流道→新安路右轉→交通大學光復

校區南大門 

 台北→中壢→93.5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右轉→清華大學→光復路

與學府路交叉口(左轉)→學府路口與博愛街交叉口(右轉)→交通大學博愛校

區 

(二) 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台中→中山高北上(往台北方向)→96.4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左轉

往新竹市區方向→經光復路(高速公路橋下)→(左轉入)大學路(加油站旁)→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北大門 

 台中→中山高北上(往台北方向)→(95B)科學園區交流道(左彎)→園區二路

(左彎)→新安路→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南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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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車區 A、B、C、D 以桃紅色虛線標示的停車區以停放大型

車為主，大型車無須使用停車券。 

三、 自小客車停車說明如下： 

(一) 校園內，白線路段與白色停車格皆可停車。  

(二) 環校道路外圈開放單邊停車(限白線路段)。 

(三) 紅、黃線段禁止停車。 

(四) 藍線區段、藍色停車格及公告限停教職員車輛之停車場。 

(五) 請至『服務台』領取停車券。 

四、 活動當天交通車輛請各校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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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絡窗口 

 

商管聯盟連繫窗口 

EMBA 商管聯盟 林悅岑 

電話：+886-2-29393091 ext.85003  

傳真：+886-2-29367476 

電子郵件：emba.alliance@gmail.com 

交通大學連繫窗口(2016.04.30 活動事項) 

交通大學 EMBA 林語彤小姐 

電話：+886-3-5712121 ext.57064 

傳真：+886-3-5712443 

E-mail：linyutung893@nctu.edu.tw 

中興大學連繫窗口(2016.05.01 活動事項) 

中興大學 EMBA 局建德先生 

電話：+886-4-22840830 ext.463 

傳真：+886-4-22856657 

E-mail：orangered0808@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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