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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鼓勵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及全國高中職學生將所學習之理論知識與實作結合，特舉辦本競

賽。本競賽主要培養學生連鎖加盟產業的知識與技能，隨著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物聯網等

新技術和新需求的推、拉二力相互抬升之下，傳統零售業本就面臨轉型的巨大壓力，而在新冠疫

情衝擊下，導入智慧零售遂也成為整個行業轉型的主要趨勢。因此，為因應導入全通路的後疫情

時代來臨，本年度的競賽主題，將以「智慧零售」為主題，期待學子們觀察、發想，有哪些商業

行為或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可以運用智慧零售的概念，做成商業、行銷或生活的創新提案，例如:

網紅行銷、聊天機器人、IKEA 開發結合 AR 科技的 app 「IKEA Place」的應用。  

此外，在提案發想內容中，也可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的 17項目標(SDGs)」，例如思考如何

導入創新科技，優化消費/使用體驗；提供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的商品；在

日常營運或生活中實踐環保理念，執行能源管理及建置節能措施；推廣環境教育及引領綠色消

費意識等。例如「奉茶」app可讓使用者輕鬆找到提供免費飲水地方，也可有效減少塑膠瓶的消

耗；全家超商的「友善時光地圖」app，可有效減少剩食。此部分是否要融入提案可以自由選擇。 

期望透過上述的思維和文案撰寫，可以讓學子們把握住時代發展脈絡，並能落實與發揮技

職教育「做中學，學中用」之產學合一特色和價值。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活動執行教師：蘇芳霈老師 

連絡窗口：陳書涵助理 

E-mail： 2021cyut@gmail.com 

 

競賽 FB 競賽 Line@ Google報名網站 

    

https://reurl.cc/Ez8kW

1 

https://lin.ee/KJrdWhb https://reurl.cc/qg7WaR 

mailto:2021cyut@gmail.com
https://reurl.cc/Ez8kW1
https://reurl.cc/Ez8kW1
https://lin.ee/KJrdWhb
https://reurl.cc/qg7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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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資格  

(一)就讀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各公私立高中職在籍學生，對於連鎖產業經營/行銷有興趣

者，不限科系、年級皆可報名參加。 

(二)參賽同學每隊參賽人數二至六人，可跨系或跨校組隊，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中不接受

成員更換。 

(三)參賽團隊應設隊長 1 名，隊長為團隊與主辦單位之連繫窗口。 

(四)每隊均須有指導老師，一隊以二名指導老師為上限。 

(五)參賽之提案需為參賽團隊原創企畫，參賽計畫書內容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

未發表之概念、作品、圖像等或有代筆之情形，若有違反任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侵權

行為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已獲獎者追回頒發之獎項，並由參賽團隊自負法

律責任。 

(六)參賽隊伍經查如引發任何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亦有權利取

消團隊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不得異議。 

(七)凡報名參賽之團隊，即視同承認並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含附件）與公告的各項內容與

規定，本競賽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 

 

四、 競賽主題 

高中職組 大專院校組 

任選主題(可用製作完成的專題或小論文

等投稿)。10頁以內。 

 

➢ 為因應後疫情時代來臨，以「智慧零

售」為主題的商業/行銷/生活提案。

15頁以內。 

➢ 提案中可融入 SDGs的目標，一或多個

皆可。(option) 

 

五、 報名資訊 

(一)一律採取網路報名，資料上傳，不收紙本。 

(二)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eiCQYxarFqKnMFe7。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1日(一)中午 12:00止，截止期限後不再受理。 

 

https://forms.gle/ReiCQYxarFqKnMF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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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案繳交 

(一) 所有參賽者請先至報名網站報名、下載下列資料填寫後，於 110年 11月 10日

(三)中午 12:00前，將附件一的同意書、附件二的切結書簽名後掃描，連同附件

三、四的封面和企劃提案一起上傳，附件一~三以 pdf、附件四檔案以 word & pdf

格式上傳，待收到主辦單位通知後，始取得競賽資格： 

1. 個資使用同意書(附件一)。 

2. 參賽切結書(附件二)。 

3. 提案企畫書封面(附件三)。 

4. 提案企畫書(附件四)。不含作者基本資料。 

(二) 請先登入 Google 帳號，初賽提案繳交網址: 

https://forms.gle/h4pWpHgxCcHDF8dM8 

(三) 主辦單位將於 110 年 11月 22日(一)17:00前網站公告並通知初審通過進入決審

之團隊。 

(四) 進入決審團隊應於 110年 11月 29日(一)17:00以前，上傳相關資料至決賽報告

繳交網址 https://forms.gle/pkQGFuhBxue89zAi8，決賽當天恕不接受檔案更換，

依報名組別繳交不同檔案，說明如下： 

1. 每組需上傳 PPT 檔、PDF檔和簡報發表內容的影片檔、網址，掛號寄回附件五決

賽確認單。請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 並設定為「非公開」。 

2. 檔名(word、ppt、pdf、影片檔皆同)： 

高中職組 大專院校組 

高中職_企畫書名 大專院校_企畫書名 

 

七、 競賽期程 

(一) 初審： 

1. 採書面審查，由主辦單位邀集學界、業界組成之評審委員團依評分標準進行評

審，於各參賽組中遴選出評分前 10名隊伍，或擇優進入決賽。 

2. 初審結果將於 110 年 11月 22日(一)以電子方式通知入選團隊，並於本競賽活動

網站上公告。 

(二) 決賽暨頒獎典禮： 

1. 時間：110年 12 月 3日(五)13:20-17:30。 

2. 方式：決賽暨頒獎典禮全程線上進行，並全程錄影。  

https://forms.gle/h4pWpHgxCcHDF8dM8
https://forms.gle/pkQGFuhBxue89zA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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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賽以事先錄好影片方式來簡報(每組 6 分鐘)，但須進行線上即時 4 分鐘 Q&A(含

委員提問)，對象為評審團委員，每組共 10分鐘。指導老師不得協助簡報。 

4. 建議以桌機或筆電來登錄 Google Meet帳號，以免網路或其他設備不穩時，可用打

字來提問和回答。 

5. 成績公告：決賽結果於頒獎典禮上公告，並於隔日於活動網站公布及以電子方式

個別通知。 

6. 獎狀和參賽證明將於決賽後以電郵寄到各隊隊長信箱，獎金則匯到各隊指定的隊員

銀行帳戶中。 

7. 得獎團隊若沒有收到獎狀或參賽證明，請於 110年 12月 10日(五)12:00 前和主辦

單位聯繫，逾時不予處理。 

(三) 競賽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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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選標準：分高中職組與大專院校組進行評審。 

(一)初審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說明 比重 

可行性 
包括服務/技術、市場、團隊、財務與預期達成效益(包括質性與量
化效益)。 

30% 

創新性 提出模式的創新程度，如創新的故事、創新內容說明等。 40% 

內容架構完
整性 

計畫書整體是否具有良好創新整合與完整分析，如 PESTC分析環
境、Porter五力分析市場、SWOT矩陣分析經營環境、STP提出市
場區隔、顧客 profile、顧客價值主張、服務藍圖等。 

30% 

(二)決賽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說明 比重 

完整性 提案/作品整體是否具有良好創新整合與完整分析等。 25% 

創新性 提案的創新程度，如創新的故事、創新內容說明等。 25% 

簡報  簡報呈現、口語表達、簡報內容、流暢度。 50% 

 

九、 獎勵方式： 

(一) 各組分別取前三名、優勝和佳作，前三名和優勝晉級入決賽，分別頒發下列獎金及

獎狀，其餘佳作團隊頒發獎狀。 

(二) 各組指導老師給予指導證明。 

高中職組 
大專院校組 

 一 二 

第一名 4,000元獎金 4,000元獎金 第一名 7,000 元獎金 

第二名 1500*2元獎金 1500*2元獎金 第二名 5,000 元獎金 

第三名 1000*2元獎金 1000*2元獎金 第三名 3,000 元獎金 

優勝 8名獎狀乙紙 7名獎狀乙紙 優勝*9  1,000 元獎金 

佳作*30 擇優頒發獎狀乙紙 佳作*26 擇優頒發獎狀乙紙 

小計 18,000 24,000 

合計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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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決賽暨頒獎典禮 

決賽暨頒獎典禮當日於線上以 Google Meet舉行。邀請本校行銷系主任、老師及業界評審，

一同參與。大學組擇優共 12 組晉級決賽，高中職組因參賽隊伍眾多，故分兩組，最後有完成

繳件參加決賽的隊伍，分別為 12 和 11 組。決賽發表方式，每隊 以 6 分鐘事先錄好影片的方

式參加，隨即大學組以每隊 4 分鐘、高中職組以每隊 3分鐘和各場評審進行線上 QA。全部發表

問答完成後，各組分別進行評審講評。 

 高中職組較快完成發表，故於 15:30 由系主任主持，介紹行銷系和系簡介影片播放。於

16:00 各組回到線上，公布成績並舉行閉幕式。獎金、獎狀各組皆有加碼開出，獎金、獎狀和

各組參賽證明、指導教授感謝函則於競賽後陸續 email寄出。 

 

(一)決賽評審 

高中一 高中二 大學組 

➢ 凃鈺城 

➢ 黃明弘 

➢ 張友信 

➢ 楊浩偉 

➢ 黃德睿 

➢ 鍾任傑 

➢ 資策會數位所資深專案經理黃淑姿 

➢ 大淮整合行銷有限公總經理賴珍珠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兼產合處副產合長劉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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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賽議程表-競賽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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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成果摘要 

(一) 報名隊伍數 

高中職組：157組，大專院校組：100組 

(二) 各組參賽隊伍數 

高中職組：114組，大專院校組：76組 

(三) 校外參賽團隊統整 

1. 高中職組 

學校 參賽隊伍 

北斗家商 3 

竹山高中 8 

明道中學 12 

金甌女中 8 

振聲高中 44 

草屯商工 4 

高雄高商 10 

湖口高中 5 

華南高商 7 

華盛頓中學 1 

新民高中 16 

新竹高中 1 

嘉陽高中 6 

彰化高商 14 

暨南附中 2 

鳳山商工 1 

潮州高中 1 

嶺東高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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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專院校組 

學校 參賽隊伍 

私立南開科技大學 1 

長榮大學 1 

南開科技大學 9 

南臺科技大學 1 

國立屏東大學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 

國立聯合大學 1 

崑山科技大學 1 

朝陽科技大學 80 

(四) 獲獎隊伍名單 

1. 決賽得獎名單如下： 

➢ 大學組 

隊名 學校 名次 

我們是一群爛砲兵 朝陽科技大學 1 

樂試隊 朝陽科技大學 2 

Coffee box 臺中科技大學 3 

北漂青年 臺北商業大學 

 

優勝 

你要包多少? 朝陽科技大學 

巷弄 181 彰化師範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莫衣娜 朝陽科技大學 

智能扛霸子 朝陽科技大學 

葛瑪蘭分多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科技達人 朝陽科技大學 

學無止競 朝陽科技大學 

綠色和平隊 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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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 

高中職一組   

隊名 學校 名次 

樂福樂福 高雄高商 1 

SPLFH 明道中學 
2 

蕓慶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高中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金甌女中 
3 

醬好 明道中學 

茶藝點 竹山高中 

優勝 

竹觀晚喰 竹山高中 

三缺一 振聲高中 

我們是第一名 振聲高中 

W.H.Y 振聲高中 

三個人 振聲高中 

北斗部防衛隊 北斗家商 

 

高中職二組   

隊名 學校 名次 

一群有故事的人 鳳山商工 1 

Lee來 Li來 彰化高商 
2 

阿嬤哩底隊 華盛頓高中 

豬，腳逐先鋒 華南高商 
3 

異想天開 彰化高商 

民宿三劍客 暨大附中 

優勝 

張華堂我大哥 湖口高中 

網紅經濟 嶺東高中 

外送小隊 嶺東高中 

御見你 華南高商 

Coffee-19 嘉陽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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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院長致詞 系主任致詞 

 

 

大學組開場大合照 高中職組一開場大合照 

  

高中職組二開場大合照 參賽隊伍簡報 1 

  

參賽隊伍簡報 2 參賽隊伍簡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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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問答 1 評審問答 2 

 
 

評審問答 3 評審問答 4 

  

評審獎評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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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狀和獎金 1 頒發獎狀和獎金 2 

  

頒發獎狀和獎金 3 頒發獎狀和獎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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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媒體畫面露出： 

NEWS CLIPPING 新 聞 剪 輯 

111-01-21 中央社 --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競賽 朝陽科大行銷系奪冠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08842 

111-01-21 民生好報--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競賽 朝陽科大行銷系奪冠  

http://17news.net/?p=141612 

111-01-21 ENN台灣電報 --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競賽  朝陽科大榮獲第一 

https://enn.tw/?p=93047 

111-01-21 臺灣時報--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競賽 朝陽科大行銷系奪冠  

https://www.taiwantimes.com.tw/app-container/app-content/new/new-content-

detail?blogId=blog-5af6a04d-6a8a-47db-aa7c-d1784d9eaa38&currentCategory=11 

Date 日期：2022-01-21 

新聞標題：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競賽 朝陽科大行銷系奪冠 

在高教深耕樂活服務學程計畫支持下，今年邁入第十年的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

暨高中職學校小論文競賽日前展開，共吸引兩百五十七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團隊報名參加，

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角逐，最後大專院校組由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奪下冠軍及第

二名，台中科大贏得第三名。 

  為鼓勵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子結合理論與實作，培養連鎖加盟產業的知識與技能，在人

工智慧、大數據、雲端、物聯網等新技術和新需求，傳統零售業本就面臨轉型的巨大壓力，

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導入智慧零售遂也成為整個行業轉型的主要趨勢。為因應導入全通路的

後疫情時代來臨，這次競賽以「智慧零售」為主題，引導大專學子透過觀察及發想運用智慧

零售的概念，做成商業、行銷或生活的創新提案。 

奪下冠軍的朝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團隊，在提案發想內容中，融入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透過創新科技，優化消費、使用體驗，並提供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

模式的商品；同時在日常營運或生活中實踐環保理念，執行能源管理及建置節能措施，並推

廣環境教育及引領綠色消費意識等，將時代發展脈絡整合到創新提案中，將對人類、對其他

生物和對環境的關懷化為行動，獲得評審青睞。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院長林益倍表示，藉由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讓參賽學子思

考、發想智慧零售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創新提案，進一步發揮創意，提出提案，和各

校交流，並以線上方式分三場次進行決賽發表及線上即時評審問答。學生團隊以簡報、動

畫、劇情表演等創意方式來發表，讓評審團印象深刻，包括大淮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賴珍珠總

經理，資策會數位所資深專案經理黃淑姿等，都大為稱讚。 

朝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主任李冠穎表示，在新零售時代，從購物資訊查詢、試用、下

訂、取貨、到退換貨、物流運送、供應鏈整合，各環節資訊皆須同步互通，以消費者使用便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08842
http://17news.net/?p=141612
https://enn.tw/?p=93047
https://www.taiwantimes.com.tw/app-container/app-content/new/new-content-detail?blogId=blog-5af6a04d-6a8a-47db-aa7c-d1784d9eaa38&currentCategory=11
https://www.taiwantimes.com.tw/app-container/app-content/new/new-content-detail?blogId=blog-5af6a04d-6a8a-47db-aa7c-d1784d9eaa38&currentCategor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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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及需求為核心，打破線上線下的分野，使消費者在任何一個通路皆可以獲得完整的資訊

及服務，提供一致性的消費者體驗。 

此全通路模式之發展與應用也在朝陽科大行銷系課程中充分體現，行銷系建置了具特色的

「全通路實驗室」，整合直播系統、虛擬實境購物系統，並搭配雲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建立

起會員制度，串起全通路行銷概念，後端則透過智慧物流達成物料揀貨與配送任務達到整體

經營績效，幫助學子與實務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