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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清華創業日「清華創業競賽」活動簡章 

一、 活動緣起 

「創新清華，產業前瞻」為今年清華創業競賽的主軸，邀集海內外大學青年創業

團隊相互學習，共同成長，跨出青年創業的重要一步，持續點燃校園創業火種。 

二、 目的： 

促進清華創新創業風氣，輔導創業團隊將概念結合商業模式發展為實際產品。 

三、 活動內容 

第六屆清華創業競賽分為三類主題，分別為綜合組、AI 組與區塊鏈組，如下說

明： 

(一)綜合組 

1.定義：以解決社會問題、產業問題或市場需求為創業核心，且非與 AI、區

塊鏈相關者，並具有商業實踐之可行性。 

 

2.競賽流程： 

(1)書面審查：優選合適團隊參與初賽 

(2)初賽：優選三到五組團隊晉級決賽(國際團隊可以視訊方式參賽) 

(3)創業導師輔導: 三到五組晉級決賽團隊皆有專屬導師輔導三個月 

(4)決賽：優選首獎一名(所有晉級決賽團隊皆須現場參賽) 

(二)AI 組與區塊鏈組 
 
1.定義： 

競賽類別                   定義說明 

AI 組創業 以「人工智慧」解決產業問題或市場需求為創業核心，並

具有商業實踐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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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組創業 以「區塊鏈技術」解決產業問題或市場需求為創業核心，

並具有商業實踐之可行性。 

2.競賽流程： 

(1)書面審查：優選合適團隊參與初賽 

(2)初賽：優選三到五組團隊晉級決賽(國際團隊可以視訊方式參賽) 

(3)業師輔導：晉級決賽團隊將安排業師輔導一個月 

(4)決賽：各組選出首獎一名(所有晉級決賽團隊皆須現場參賽) 

3.未參加以下 AI、區塊鏈創業課程仍能參加創業競賽，但報名課程者，一  

  定得參加創業競賽。 

  4. AI、區塊鏈創業課程 

有鑑於清華創業日首度辦理 AI、區塊鏈創業競賽，為協助同學組隊參賽，本

校開辦 1 學分創業課程，上課時間為 3/9、3/16、3/23、3/30。本課程須先報名

申請，通過申請後，至本校住宿書院辦公室(位於實齋)辦理加簽。 

      名稱   時間      地點 

課程報名時間 2/12(二) ~ 2/22(五) 網路報名 

公告錄取名單暨加簽 2/26 (二) 

住宿書院辦公室 

(位於實齋交誼廳) 

修課時間 3/9(六)~3/30(六) 

3/9、3/16、3/23、3/30 

實際上課時間與地點以課程

大綱為準 

期末報告(創業初賽) 5/4(六)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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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方式：線上申請 https://goo.gl/forms/x5RDRpAP1OTtdgms1 通過申請者，

拿著加簽單至住宿書院院辦(實齋交誼廳旁會議室)蓋章。 

四、 競賽時程 

● 綜合組時程表 

     賽程名稱   時間      地點 

報名時間 2/10(日) ~ 3/3(日) 網路報名 

書面審查結果公布 3/8 (五) 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布結

果，並寄信通知 

https://goo.gl/forms/x5RDRpAP1OTtdgms1?fbclid=IwAR16yE3uuY_Kfuioe-fBt4_OJnBWUiegMhcZXdHzrupt40JSprKGYQWs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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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 3/22(五)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業師輔導 3/22(五)~5/30(五)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決賽 5/31(五)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 AI 組與區塊鏈組時程表 

     賽程名稱   時間      地點 

報名時間 3/13(三) ~ 4/13(六) 網路報名 

書面審查結果公布 4/20 (六) 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布結

果，並寄信通知 

初賽 5/4(六)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業師輔導 5/5(日)~5/30(四)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決賽 5/31(五)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五、 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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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數：以 6人為上限，其中須含在校生至少 2位，可跨校組隊。 

(二)資格： 

1.成員可包含全國大專院校及國立清華大學海外姐妹校在校生、博士後研究

員、研究助理等。 

2.上述學校畢業五年內之校友 

(三)注意事項： 

1.團隊代表人需為在校學生。 

2.參賽主題如已是團隊成員所創立或服務的公司之營運項目，不得參賽。 

3. 歷屆清華創業日得獎團隊，與本屆已報名創新競賽者，不得參加。 

六、 報名流程 

(一)報名時間 

  1.綜合組：108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3 日 

2. AI 組與區塊鏈組：108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3 日 

(二)所需文件： 

 需於收件時間截止前將電子檔（PDF）寄至創業競賽官方信箱 

   (1) 競賽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團隊介紹：如附件二 

   (3) 創業計畫：可參考以下撰寫大綱。 

      參考大綱： 

  一、計畫摘要 

     二、動機與發現 

     三、問題分析 

     四、解決方案(概述產品與問題關係) 

     五、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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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市場行銷 

     七、團隊管理 

     八、財務預測 

         計劃書內容可依需求更動。 

(三) 官方信箱與聯絡電話： 

    官方信箱：nthuepdays5@gapp.nthu.edu.tw 

    連絡電話：03-571-5131 #62558 

七、 評審流程 

(一) 評審成員 

1.書面審查：由具創新創業專長與實務經驗之校內教師進行審查。 

2.初賽：由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3.決賽：由創業輔導業師擔任評審委員。 

(二)初賽評分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權重 

1 問題意識 30% 

2 營運模式可行性與完整度 30% 

3 商業模式與市場分析 25% 

4 其他(團隊合作、報告流暢度及台風...) 15% 

  總計   100% 

 

1.問題意識：解決問題的動機為何，對問題本身的了解程度。 

2.營運模式可行性與完整度：解決問題意識的方法，產品或實體組織的獨特性、可 

mailto:nthuepdays5@gapp.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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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性、流程完整性(例如：上下游的關係)。 

3.商業模式與市場分析：商業模式可行性，產品或服務是否符合市場需求，具有市 

 場競爭力。 

4.其他(團隊合作、報告流暢度及台風...)等：團隊間的合作程度，是否有其他合作 

 對象，及其他上述未提及之細節。  

八、 競賽獎勵 

(一) 本次競賽通過書面審查團隊，團隊成員每人皆可獲得參賽證明乙張。 

(二) 初賽獎勵：入圍決賽團隊，皆獲得獎狀乙張、業師輔導至決賽機會。 

(三) 決賽獎勵：綜合組與 AI 組首獎各一名，頒發 15 萬元創業基金；區塊鏈組首

獎一名，授予美金 5000 元等值之以太幣或 ERC20 Token。 

九、  參賽注意事項 

(一)得獎作品如有仿冒、抄襲、拷貝或侵權行為，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名次

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將追回原獎金、獎狀，其違反智慧財產相關法令部

分由當事人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參賽者需同意提供參賽之作品簡報及相關影像將無償授權主辦單位透過任何媒體

或於相關活動中進行出版、展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發表等利用

之行為,並擇適當位置標示參賽團隊名稱。 

(三)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四)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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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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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發現參賽團隊已經設立公司，或是參賽主題已成為登記公司營運項目，取消參

賽資格。 

十、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高教司、科技部產學司 

十一、 主辦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載物書院、國立清華大學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國

際產學聯盟 

十二、協辦單位 

清華企業家協會（TEN）、國立清華大學實創中心、九又四分之三月台、AI 創新

研究中心推動辦公室、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財團法人自強

科學工業基金會、立德計畫、清大區塊鏈研究社 

 

備註：AI 組與區塊鏈組報名時間是由 3/13 開始。以下報名表歡迎綜合組在 2/10(日)至

3/3(日)填寫，AI組與區塊鏈組歡迎在 3/13(三)至 4/13(六)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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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清華創業競賽」報名表 

團隊名稱  

所屬單位  

競賽類別 □綜合組    □AI 組    □區塊鏈組 

團隊 

代表人 

姓名  系級  

電話  Email  

團隊成員 

姓名  系級  

電話  Email  

姓名  系級  

電話  Email  

姓名  系級  

電話  Email  

姓名  系級  

電話  Email  

注意事項 

參賽者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1) 本活動簡章【九.參賽注意事項】所列相關規定 

(2) 本活動評分標準由主辦單位議定之，評分結果以評審委員意見為準，

參賽團隊不得有異議。 

(3) 如有規定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由主辦單位決定之。 

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團隊成員均須親自簽名） 

日期︰      年＿＿＿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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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清華創業競賽」參賽團隊簡介 

團隊名稱  

所屬單位  

團隊成員  

團隊介紹  

創業理念  

主要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