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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海峽兩岸贏利模式菁英邀請賽參加辦法 

一、活動目的 

  為增進兩岸 EMBA 企業家菁英交流，並展現兩岸企業創新創意與經濟實

力，建構企業家競賽、募資平台，提昇企業家產業競爭力！由新竹交通大學

EMBA，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EMBA，共同舉辦「第三屆海峽

兩岸贏利模式菁英邀請賽」，邀請台灣 EMBA 各校與各校企業校友在新竹與上海

進行交流。 

 

主辦單位： 

新竹交通大學 EMBA。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EMBA。 

  

協辦單位： 

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 NCTU Angel Club。 

新竹交通大學贏利模式執行委員會。 

交大 EMBA-中華紫竹高階管理學會。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EMBA 台灣校友會。 

  

承辦單位： 

華人企業家平台 Global China EMBA &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e 

(凱華資源整合有限公司)。 

聯絡人：嵇國鳳小姐。 

聯絡電話：02-27939776 分機 32。 

Email：dory@knw.com.tw 

 

二、活動辦法 

＊範圍說明 

本次「第三屆海峽兩岸贏利模式菁英邀請賽」，競賽主題以：「服務業創新」

為主體。參與企業無限制營業項目需為服務業，只需其企業營業主軸為服務性質

產業皆可報名參加。 

參賽團隊須提出自家企業的贏利模式（Business Model），並針對其內容進行

書面企劃書與現場說明，且需符合創新創意或是改善模式等範疇。 

＊參賽團隊成員資格 

1. 每組團員 5- 8 名團隊成員，且成員至少一名需俱備 EMBA(不限學校及地區) 

現任校友或畢業校友身份(報名時請檢附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其他團

員不限背景。 

2. 需為目前己設立且營運中之公司，但營業項目不限「服務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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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員中一人需俱備企業經營者或股東或經理人身份，須在正式的報名書上，

指定授權代表人一人(隊長)並且授權代表該企業負責此比賽聯繫、入圍及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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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賽團隊各項資料繳交須在大會指定時間內，完成繳交程序。 

5. 參賽之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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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未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 

6.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參賽隊伍所有，比賽結束後，將會出版為推廣學術 

使用，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競賽程序 

活動階段 日期 說明 

媒體發佈會 2014 年 4 月 30 日 公佈競賽內容及流程。 

參賽隊伍報名/ 

贏利模式設計簡報繳件 

2014 年 5 月 1 日起

至 

2014年 6 月 30日止 

進行報名收件作業。 

書審委員進行書審作業。 

上海觀賽 2014 年 5 月 13 日 地點：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

管理學院。(非強制) 

公佈入圍初賽團隊 2014 年 7 月 7 日 當週以電話及 email 通知。 

公開於競賽網站。 

初賽 2014 年 7 月 19 日 

am10:00-pm18:00 

地點：新竹交通大學電子資訊研

究大樓 1F 國際會議廳。 

繳交決賽簡報檔 2014 年 10 月 22 日 Email 至承辦單位信箱。 

決賽 2014 年 10 月 29 日

am10:00-pm18:00 

地點：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

管理學院。 

 

＊報名流程 

1. 參賽團隊於各報名網站提出申請。 

2. 承辦單位主動電話聯絡並提供比賽報名需知。 

3. 於報名時間內將報名表格及初賽企劃書 email 給承辦單位，完成報名程序。 

4. 承辦單位將提供參賽團隊資料填寫之建議與諮詢。 

 

＊報名資料： 

1. 參賽團隊報名資料表。 

2. 參賽團隊贏利模式企劃書簡報。 

 

＊報名網站： 

  新竹交通大學 EMBA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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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事項聯絡方式： 

  華人企業家平台  嵇國鳳小姐。 

  聯絡電話：02-27939776 分機 32 。Email：dory@knw.com.tw。 

 

＊報名費用及被投資服務費： 

1. 報名費：5,000 元。(報名時繳交，未入圍初賽不另退費。) 

2. 比賽費用：45,000 元。(入圍初賽後繳交。) 

參加初賽及決賽之企業團隊，須同意自行負擔參賽團隊成員前往初賽及決賽

場地之交通費用。 

 

  報名費匯款帳號： 

  上海商業銀行中山分行 

  戶名：凱華資源整合有限公司 

  帳號：23102001035136 

 

3. 參加競賽之企業團隊，須簽署「投資協議書」，同意支付接受投資後需提 

  供投資金額之 5%服務費。 

   

＊獎勵辦法： 

1. 由評審選出「最佳贏利模式企業」冠軍、亞軍、季軍。 

2. 由創投評審選出「最佳可投資企業」(不限名額)，提供投資金額並擁有股份，  

獲獎企業擁有選擇權。 

3. 提供兩岸媒體專訪報導，依比賽名次決定報導篇幅。 

4. 參賽企業之贏利模式企劃書由華人企業家贏利模式機構發行電子書。 

 

三、評審作業 

評審委員會： 

由主辦單位邀集兩岸學術、企業、創投等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群組成。 

＊評審標準－贏利模式計劃書簡報檔，以｢服務｣為主題，設計範圍包括：「創新」、

「創意」、「可操作」及「市場性」，為現有企業設計一套相關主題之企劃書。 

序號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1 企劃書完整性 20% 

2 創新性，創意性 20% 

3 可操作性  20% 

4 市場性 20% 

5 領導與團隊現場表現 2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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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程序 

評審程序分為三個階段，各階段入圍以電子郵件及網站公告等方式通知。 

 

1. 書審：為審查各參加隊伍資格。 

(1) 團隊人數需符合 5-8 人。 

(2) 贏利模式企劃書簡報檔： 

請以 20 頁 Power Point 簡報檔為限。(2014/06/13 更新) 

撰寫語言：繁體中文。 

(3) 主辦單位將審查各隊之企劃書內容是否符合競賽主題。 

(4) 書審選出十組團隊參加初賽。 

 

2. 台灣初賽： 

(1) 初賽採現場簡報。 

(2) 參賽團隊請準備至多 20 頁 Power Point 簡報檔。 

且需於主辦單位要求時間內提供。 

(3) 每組團隊口頭簡報時間 10 分鐘，Q&A(評審提問及團隊回答)時間 10 分鐘。 

每隊簡報人數不限，但在簡報及 Q&A 時，全體隊員可有所表現及參與， 

會列入評分項目：領導與團隊現場表現。  

(4) 各團隊簡報發表時間嚴格限制於 10 分鐘內完成，現場計時於第 9 分鐘按 

鈴 1 聲作為提醒，10 分鐘截止按鈴 2 聲。發表之時間控制亦將列入「領 

導與團隊現場表現」之評審依據。 

(5) 現場備有電腦（微軟作業系統）和單槍投影機，所使用設備均由主辦單位 

提供。各團隊可於換場或休息時間先行試用調整各項發表設備。評分項目 

請參閱評選標準，總分為 100 分。 

(6) 初賽評審團召開評選會議，「初賽評選結果」依初賽評審分數決定之， 

並分成「通過初賽」或「未通過初賽」兩種結果。取五組團隊參加決賽。 

(7) 入圍決賽團隊，將由主辦單位出具「入圍決賽」證明。入圍決賽者於初賽 

晚宴公佈並舉辦頒獎典禮。 

 

3. 上海決賽： 

(1) 決賽現場參賽發表人以競賽報名之團隊成員為限，務必親自參與競賽，否 

則取消該組資格。 

(2) 決賽採現場簡報。 

(3) 參賽團隊請準備至多 20 頁 Power Point 簡報檔。且需於主辦單位要求時間 

內提供。 

(4) 每組團隊口頭簡報時間 10 分鐘，Q&A(評審提問及團隊回答)時間 10 分鐘。 

每隊簡報人數不限，但在簡報及 Q&A 時，全體隊員可有所表現及參與， 

會列入評分項目：領導與團隊現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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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團隊簡報發表時間嚴格限制於 10 分鐘內完成，現場計時服第 9 分鐘按 

鈴 1 聲作為提醒，10 分鐘截止按鈴 2 聲。發表之時間控制亦將列入「領 

導與團隊現場表現」之評審依據。 

(6) 現場備有電腦（微軟作業系統）和單槍投影機，所使用設備均由主辦單位 

提供。各團隊可於換場或休息時間先行試用調整各項發表設備。評分項目 

請參閱評選標準，總分為 100 分。 

(7) 決賽評審團召開評選會議，「決賽評選結果」依初賽評審分數決定之。 

(8) 決賽結果將於決賽當天晚宴公佈並進行頒獎典禮。優勝獎勵及其他獎項請 

參閱「獎勵辦法」說明。但未參加頒獎典禮將取消得獎資格。 

 

4. 比賽注意事項： 

(1) 比賽會場內，除負責簡報之參賽隊伍外，場內可出席者為評審、媒體、工作 

人員、未參加總決賽之其他隊伍，並且同時開放觀摩。 

(2) 各團隊簡報前後，可予以禮貌性之掌聲鼓勵，但發表中禁止任何喧嘩、質問 

與掌聲等，足以干擾會場秩序之情事。若有任何影響發表會進行之情事，則

現場評審與服務人員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參賽團隊不得有任何異議。 

 

＊報名須知與特別聲明 

1. 主辦單位擁有隨時修正競賽相關辦法之權利，並以競賽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參賽人員視同接受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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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得獎資格。 

2.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活動辦法之內容與規定，若有未盡事宜者得由 

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修正後公佈。 

3. 參賽團隊需確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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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

資格，該團隊應自行承擔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4. 參賽團隊同意於比賽時透過兩岸媒體曝光其贏利模式競賽內容，並同意接受

由主辦單位安排之媒體訪問。 

5. 參賽團隊於競賽期間所產生之各項資料，例如簡報、BP、影片等，其相關之

智慧財產權為原參賽團隊及其合作者所擁有，但需無償授權給相關單位出版

電子書提供學術參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