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 COOL 酷酷比-城市一鷺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 

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壹、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 

貳、 策劃執行單位：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微析科技（股）公司 

參、 贊助單位：一鷺炭火燒鳥工房 

肆、 計畫內容 

一、 活動名稱 

第七屆 COOL 酷酷比-城市一鷺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二、 活動目的 

    為培養商管學院學生應用所學，增強實際操作能力，體驗從經營創新、產品創新，

延伸至運用網路行銷，行動商務、直播電商等，俾提升企業經營競爭力，活化地方產

業，亦可利用本土之電商或實體商店之品牌或產品為主題，可結合節慶或事件等行銷，

以永續發展為訴求，特舉辦本競賽；並藉由優秀作品的發表會，促使教師的專業知識

與實務能力可經由競賽研究途徑傳授給學生，更希望教師利用企業診斷、產學合作，

以及企業參訪等機會，將之形成一項研究主題，帶領學生參與及學習。讓生生不息的

團隊為「相關產業及產品」之創業及行銷特色發揮出創新創意的氣象、促進相關產業

及產品繁榮，並協助在地產業、觀光及文化，期以三創新思維，帶出新的商機，活絡

市場，進而促進經濟發展之目的，以回饋社會。 

三、 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師生。 

四、 活動時間 

(一) 決賽： 

1. 收件日：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25 日(五) 止。 

2. 結果公告日：111 年 4 月 1 日(五)於網路公布書面審查結果及決賽名單。 

(二) 總決賽：111/4/8 (五)決賽影片截止收件(創新創業簡報口頭報告影片)，111 年 4 月 15

日(五) 公告總決賽名次及其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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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地點 

因應 COVID 19，以數位方式進行競賽。 

六、 程序安排 

(一) 報名資格與決賽競賽方式 

1. 參賽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之在學學生。 

2. 競賽主題：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競賽項目共二項，如下表。 

競賽項目 參賽對象 參賽內容說明 

創新創業

簡報組 

大專院校/高中職

組(書審後，進決

賽隊伍需參加數

位簡報總決賽) 

自行利用參訪，決定合作之廠商，不指定廠商、產品等，

亦可自行創業，作品成果製作成 PPT 檔案並依規定繳交。 

創意行銷

影片組 

大專院校/高中職

(書審後，直接公

布名次) 

流行廣告金句創作比賽，30 個字以內，可參考國內外創

意行銷短片，如 myfone 行動創作獎，亦可結合電商直播

相關議題。並依此拍攝創意行銷短片，30 秒~3 分鐘以內，

演員必須包含組員，可參考全聯經濟美學短片、7-11 行

銷短片、抖音、MOMO 直播、蝦皮直播等創意行銷影片。

請將作品成果製作成 AVI 檔案、MP4 檔案或 WMV 檔

案，並依規定繳交。 

主題：請以本土之實體商店/電商之品牌或產品為主題，

進行創意行銷影片。 

 

3. 競賽方式： 

(1)每組指導老師 1~2 人，學生 3 至 6 人，組成參賽團隊 4 至 8 人（含指導老師），

組員限報名學校之在學學生。 

(2)參賽團隊需將作品成果製作成 PPT 檔案或影片檔及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網址：

https://reurl.cc/jk5Djy)，並請於 111 年 3 月 25 日（五）前投 2022tpcu@gmail.com

信箱 (參賽作品僅需提供 PPT 檔或影片檔，不用繳交完整 Word 檔企劃書)，逾

期與不符合格式之報名表或 PPT 檔案，恕不予受理，視同放棄參賽。 

(3)進入總決賽隊伍作品之口頭簡報影片請於 111 年 4 月 8 日（五） 23：59 前 e-mail

至 2022tpcu@gmail.com 信箱，逾期檔案，恕不予受理。(若影片太大，無法 email 

可上傳雲端或 YouTube，並 email 相關超連結) 

4. 收件方式： 

(1)參賽簡報 PPT 檔名為：「2022 酷酷比-參賽組別-參賽團隊之學校科系-報告名稱」

https://reurl.cc/jk5D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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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範例：「2022 酷酷比-創新創業簡報組-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愛玩咖」。 

(2)PPT 檔內容首頁須註明：參賽團隊之學校系別班級＋報名類別＋報告名稱＋指導

老師姓名＋隊員姓名。 

(3)參賽行銷短片檔名為：「2022 酷酷比-創意行銷影片組-參賽團隊之學校科系-影片

名稱」（檔名範例：「2022 酷酷比-創意行銷影片組-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 愛

玩咖」）。 

※報名團隊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二) 公告決賽結果與總決賽競賽方式 

1. 決賽晉級公告方式與時間：111 年 4 月 1 日 (五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

https://www.mba.tpcu.edu.tw/、微析科技 http://analysis.com.tw/等相關網頁公布書面審

查結果。 

2. 數位總決賽：各組口頭簡報時間 10 分鐘，4/8 (五)決賽影片截止收件(創新創業簡報

口頭報告影片)，決賽影片檔命名如下：「2022 酷酷比-決賽口頭簡報影片-參賽團隊

之學校科系-報告名稱」（檔名範例：「2022 酷酷比-決賽口頭簡報影片-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企管系-愛玩咖」，e-mail 至 2022tpcu@gmail.com，若檔案太大，請上傳雲端或

YouTube , e-mail 相關超連結即可，111 年 4 月 15 日(五) 公告總決賽名次及其他名

次。 

(三) 入圍評審標準 

各類別比賽評分項目及百分比詳如下表： 

競賽類別 評分項目 大專院校 高中職組 

決賽 

作品審查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20% 40% 

架構完整、連貫清晰 40% 30% 

具創見性、貢獻度佳 40% 30% 

總決賽 

簡報或展演

表現 

主題明確、新穎創新 10% 30% 

架構完整、連貫清晰 30% 20% 

具創見性、貢獻度佳 30% 20% 

簡報或展演現場團隊表現 30% 30% 

(四) 獎勵方式 

1. 決賽：大專創新創業簡報組及高中創新創業簡報組各依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佳作 35 隊（各隊頒發獎狀乙只，視參賽隊數酌於增減） 

（2）優等 20 隊（各隊頒發獎狀乙只，視參賽隊數酌於增減） 

（3）特優 10 隊，可參加數位總決賽 

http://analysis.com.tw/
mailto:e-mail至2022tpcu@gmail.com


4 

 

 

2.總決賽：二類組別各依數位總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大專創新創業簡報組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一鷺雙人套餐兌換券一張） 

（2）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美國頂級巨人肋眼牛排兌換券一張） 

（3）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澳洲和牛薄切鹽蔥牛舌兌換券一張） 

（4）總決賽佳作 7 隊 

高中職創新創業簡報組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一鷺雙人套餐兌換券一張） 

（2）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美國頂級巨人肋眼牛排兌換券一張） 

（3）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澳洲和牛薄切鹽蔥牛舌兌換券一張） 

（4）總決賽佳作 7 隊 

大專創意行銷影片組 

（1）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一鷺雙人套餐兌換券一張） 

（2）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美國頂級巨人肋眼牛排兌換券一張） 

（3）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澳洲和牛薄切鹽蔥牛舌兌換券一張） 

（4）決賽佳作若干隊 

高中職創意行銷影片組 

（1）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一鷺雙人套餐兌換券一張） 

（2）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1,500 元整+美國頂級巨人肋眼牛排兌換券一張） 

（3）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澳洲和牛薄切鹽蔥牛舌兌換券一張） 

（4）決賽佳作若干隊 

** 獲得上述獎項之指導老師及隊員，每隊頒發獎狀乙只。 

(五) 注意事項 

1.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

事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2.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參

賽資格與追回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 參加決賽及總決賽之作品，由承辦單位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之所有文件不

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4. 獲獎者請於總決賽名次公告後一周內派 1 位組員為代表，email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帳號封面影本至 mtwang@tpcu.edu.tw，逾期則視同放棄競賽獎金。 

5.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6. 經報名後不再接受參賽名單修改(資料有誤修正除外，資料有誤需在公告得獎時 提

出修正，如已領取獎狀，恕不予受理)。 

7. 獲獎獎狀會公告在城市科大企管系及微析科技網站，請自行下載，如需參賽證明由

微析科技提供，城市科大恕不提供。 

mailto:email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帳號封面影本至mtwang@tpcu.edu.tw
mailto:email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帳號封面影本至mtwang@tp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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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聯絡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 王敏姿老師，聯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7061； 

 e-mail：mtwang@tpcu.edu.tw。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宋珮琦經理，聯絡電話：（02）2250-1360； 

e-mail：analysis.peggy@gmail.com。 

 

(七)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 

3. 策劃執行單位：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贊助單位：一鷺炭火燒鳥工房 

5. 協辦單位：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八) 請掃我報名                        請掃我看城市科大企管系公告 

        

mailto:r0104@c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