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嘉義縣新創基地「創新創意團隊選拔競賽」報名簡章 

一、 活動目的 

本活動之目的在廣邀新創團隊投入並發想創意，運用智慧科技或創新服

務模式，發展多元創新應用服務，藉由新創投入，提出嘉義縣轉型「農工大

縣」的解決方案，進而促進在地發展，打造具市場影響力的創新服務。本競

賽活動為一結合「創新應用、地方特色與新創輔導｣的新創培育暨輔導之競

賽，為鼓勵新創參與，參賽過程將由具輔導能量之重量級新創導師，協助團

隊將其核心技術能量轉化為創新應用之商業服務規劃，並解決創業之疑難雜

症，期能藉由新創投入，促進在地發展，打造具市場影響力的創新服務。 

二、 活動期程 

1.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 

2. 執行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 

3. 協辦單位：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嘉義縣工業會、嘉義縣商業會、嘉

義市創新創業協會、物聯網科技創新營運平台 

時間 階段 說明 

公告日起至民

國111年8月1日

(一)止 

報名 
➢ 活動公告於「嘉義縣新創基地」官網

（https://chiayistartup.tw） 

➢ 參賽者於「嘉義縣新創基地」官網上

下載參賽文件 

➢ 於報名日期截止前，將參選資料親

送至「嘉義縣新創基地」（地址：61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2-16號） 

111年 8月 8日

（一）至8月22

日(一)止 

初賽 
➢ 採書面審查 

➢ 於8月25日(四)於「嘉義縣新創基

地」官網公告通過初賽勝選名單 

➢ 通過初賽之前15名勝選者，參賽團

隊須依核銷辦法規定，檢附支出憑

證請領 

111年11月1日

（二）至11月10

決賽 
➢ 通過初賽之參賽團隊請於111年10

月31日中午12:00前繳交5分鐘內之

https://chiayistartup.tw/


日（四） 「產品/服務介紹推廣影片」並由本

執行團隊上傳至本競賽YouTube頻

道。（影片製作可尋求業師行銷建議

輔導） 

➢ 決賽採現場簡報，團隊須於決賽審

查現場展示產品，日期與地點將另

行通知。 

➢ 通過決賽之獎金，參賽團隊須檢附

下列資料始得請領： 

(1) 依核銷辦法規定之支付憑證。 

(2) 須於111/11/30(三)前於嘉義

縣成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 

(3)產品/服務之成果影片列入決賽

評分項目。 

➢ 通過決賽之參賽團隊必須參加頒獎

典禮，始具有獲獎資格及請領競賽

獎金。 

三、 參賽資格 

新創企業或新創團隊（產業別不限），符合以下條件者，即可由 2~5 人

組隊報名參加。 

1. 成立 8年內(民國 103年 1月 1日後（ 含）設立)之新創企業。 

2. 欲實踐創意構想；欲成立公司之新創團隊。 

3.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嘉義縣在地個人、團隊或公司行號。 

a. 設立於嘉義縣之公司或行號。 

b. 負責人/團隊主要成員為設籍於嘉義縣之國民。 

(2)非嘉義縣在地團隊 

a. 與嘉義縣在地單位簽有合作案件。 

b. 旨在解決嘉義縣問題，且於競賽獲獎後需於嘉義縣成立公司。 

四、 報名方式 

1. 將參選資料親送至「嘉義縣新創基地」（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



二段 52-16號）。 

2. 參選資料以郵寄送交者，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不受理。 

五、 參賽應備資料： 

參賽者於「嘉義縣新創基地」官網上下載參賽文件，並備齊下列資料： 

項次 文件名稱 規格說明 

1. 切結書（附件 1） 新創團隊之全體成員皆須於切結書上簽名；

新創公司於切結書用印公司大小章，紙本掃

描以 PDF 格式提供。 

2. 報名表 

(附件 2) 

須完整填寫參賽基本資料，包含團隊成員、

作品名稱等。其中，代表人須擔任競賽聯繫

窗口，負責與競賽單位聯繫及確認活動相關

之一切事項。 

3. 構想說明書 

(附件 3) 

1.依據內容大綱撰寫 

2.撰寫格式以 Word 或 PPT 形式撰寫構想說

明書 

(1)Word：版面-A4、直式橫書(由左至右)、

編列頁碼、12 級以上字體、中文書寫 

(2)PPT：版面-16:9、編列頁碼、中文書寫 

3.以 20 頁為限，電子檔以 PDF 格式提供者，

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6MB 

六、 評審作業： 

1. 初賽評審程序：確認書面資格後，依據所提交之「報名表」與「構想說

明書」進行書面審查，報名團隊毋需出席。 

2. 決賽評審程序： 

(1)採現場簡報審查：審查時間 15分鐘，含 10分鐘簡報與 5分鐘詢答。 

(2)團隊須於審查現場展示階段性導入成果。 



(3)「產品/服務介紹推廣影片」列入決賽審查評分。 

七、 評分項目： 

1. 初賽： 

選拔評選標準規劃 

評分項目 內容 比重 

可行性 
發掘與解決問題、技術實現可行性、執行方法、時程規

劃等 
30% 

創新性 構想服務創新程度 20% 

商業潛力 衍生服務與商品化之可行性及商業效益 20% 

在地化 
依據企劃結合嘉義縣在地發展程度，團隊企劃結合在地

應用、公司立地嘉義期程與未來發展期許。 
30% 

2. 決賽： 

評分項目 內容 比重 

地區發展性 有效整合在地資，促進嘉義縣產業整體發展 30% 

產品完整性 產品與服務功能特色展示之完整度 30% 

團隊專業性 
團隊核心能力、創業經驗、成員彼此分工架構、資金配

置 
15% 

商業實踐性 導入市場之期程、商業獲利預估 15% 

行銷技能 
以團隊對產品/服務之成果影片為主題，進行之推播行

銷技能 
10% 

八、 獎勵方式： 

賽程 獎勵對象 獎勵 備註 

初賽 前 15 組勝選 1. 獎金 NT10, 000元 

2. 申請嘉義縣地方型

SBIR中給予加分 

須依核銷辦法規定，檢

附支出憑證請領。 



3. 提供業師輔導陪

伴，進入決選 

決賽 冠軍（1名） 

亞軍（1名） 

季軍(1名) 

佳作(2名) 

1. 奬金 NT100,000元 

2. 奬金 NT50,000元 

3. 奬金 NT30,000元 

4. 奬金 NT10,000元 

獲獎者均含獎狀並可享

進駐本縣基地租金減免

1年。 

通過決賽之獎金，參賽

團隊須檢附下列資料始

得請領： 

(1) 須依核銷辦法規定

之支付憑證。 

(2)須於111/11/30 

(三) 前於嘉義縣市成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3)產品/服務之成果影

片列入決賽評分項目。 

(4)通過決賽之參賽團

隊必須參加頒獎典禮，

始具有獲獎資格及請領

競賽獎金。 

九、 業師輔導 

  於初賽勝選之 15 組團隊，提供每組團隊 2 次輔導，每次輔導時間以 2 小時

計，共計 30 次。可由團隊自發挑選所需業師，或由基地邀約業師提供輔導。執

行團隊將規劃嘉義縣新創基地、無人機 AI 創新應用研發中心或提供其他合作基

地，提供創新團隊空間進行輔導與實作活動。各初選晉級團隊之輔導活動與實作

過程將以影片或相片方式紀實，提供本活動紀錄與階段成果宣傳。 

十、 其他事項： 

1. 本 遴 選 辦 法 及 附 件 格 式 ， 歡 迎 至 「 嘉 義 縣 新 創 基 地 」 官 網

（https://chiayistartup.tw）下載，並請搜尋「嘉義縣創新創意團隊選

拔競賽」。 

2. 參賽團隊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競賽須知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

項評審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  

3. 參賽團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對獲獎團隊

撤銷其獎項並追回獎金、獎狀：  

(1)參賽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2)參賽作品有剽竊、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專利、專門技術、著作權或其

https://chiayistartup.tw/


他智慧財產權。  

(3)在比賽期間有其他影響其他參賽隊伍，造成競賽不公的行為。  

(4)參賽作品有違反本競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  

4. 參賽團隊同意配合本競賽推廣、宣傳需要，無償提供參賽作品相關資料(作

品簡介及作品影片)、接受採訪、接受攝影、影片剪輯等作為競賽專輯、

宣傳影片於國內、外非營利使用。 

5. 主辦單位得擇優推薦獲獎單位參與政府相關獎項，以協助爭取更高榮譽。 

6.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辦法修改、變更及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 

7.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改競賽相關須知，並公布於「嘉義縣新創基地」

（https://chiayistartup.tw）網站。參賽團隊應經常瀏覽網站公告，不

得以未知悉為由提出異議。 

8. 領獎者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金，且得獎者須依規定填寫並繳納相

關單據方可領獎，若未配合者則視為放棄獲獎資格。  

9. 凡獲選之團隊，必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相關評選、表揚、補助、

媒體採訪報導及相關推廣活動等工作，並配合進行後續效益追蹤。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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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新創基地」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十一、 諮詢窗口： 

若有任何遴選相關事宜，可洽詢執行單位：嘉義縣新創基地（台灣經濟研

究院）負責窗口 

施明旻小姐   

連絡電話：05-3621890 

電子信箱 ：chiayistartu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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