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Young Power點子王創意競賽 

1、 活動宗旨 

面對多變的產業環境，對青年創業來說十分困難，不過卻仍有許多人萌生想當

老闆的念頭，儘管想法層出不窮，面對資金問題、不知從何而起的複雜頭緒都

導致實現困難，藍圖剛發芽就被扼殺，實屬可惜。因此，主辦單位舉辦此競賽

目的在於提供這些夢想家一個實現自我想法的平台，並提供豐厚的獎金。只要

你有想法，你的點子夠新奇、有趣就有機會得到創意點子王的殊榮。本活動透過

各位創業夢想家的激勵發想並使創意構思實際運用執行，延請創投業界專業評

審給予意見回饋與輔導，讓各位青年創業家往築夢踏實創業之路邁進。 

 

2、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執行單位：魔方數位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格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詰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競賽主題 

本競賽以「智慧綠能及科技創新」、「淨零排放與循環再生」、「創新研發暨儲能技

術新應用」為三大主題。以創造未來並具有競爭力和商業化潛力的產品原型為導

向，並結合創意點子發想提出具體可行的創業企畫書。其中作品須以尚未開業

的創業構想企畫為原則。 

 

4、 參賽資格 

年齡介於15-45歲之青年均可報名參加。參賽形式組別分為「青年學生組」及「青年

創業組」兩組。可「個人」或「組隊」參加。 

˙組隊人數限制為2-5 位。 

˙學生成員組隊報名時須具備學生身分以供單位查證，可跨科系及跨校。 

˙每隊應設隊長1名，以利主辦單位聯繫。 

˙組隊成員於報名截止日後，不得更換。 

˙每一團隊指導老師至多以 2 人為原則(可為產業界、官方、專家學者)，同一名指

導老師不限指導隊數。 

˙年齡介於15-45歲並且還在學之青年報名參加「青年學生組」。 

˙年齡介於15-45歲並且有創業想法或是已創業之青年可報名參加「青年創業組」。 

  



5、 競賽時程 

競賽階段 活動日期 內容說明/ 應繳文件/ 注意事項 

活動報名

及作品上

傳截止日 

即日起 

至 2022/10/12(三) 

17:00 截止 

一、統一採線上報名，請將相關報名需繳交資料寄

至tycyouthhub@gmail.com，並主動來電或透過官方

LINE@告知且確認是否報名成功，逾期不受理。 

二、 活動報名須含團隊申請資料表上傳，請務必附

上親自簽名掃描擋。 

三、 初賽稿件採線上收件，於報名截止期限內，依

據指定內容上傳所有參賽所需之報名繳交資料。 

四、 競賽相關表單請至以下平台下載(1)桃園市政府

青年事務局官網(2)TYC創新創業資源網(3)桃園青創

事FB(4)透過加入TYC桃園青創資源中心官方Line索取

相關資料。 

初賽初審 
2022/10/13(四)~ 

2022/10/20(四) 
初賽由跨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公佈 

初審結果 
2022/10/21(五) 

於桃園青年事務局粉絲專頁-桃園青創事公佈各類組

決賽名單，並Email通知決賽隊伍。實際公告日期得

視作業情形酌予調整。 

決賽簡報

繳交時間 

2022/10/22(六) 

00:00 

至 2022/10/28(五) 

17:00 截止 

決賽簡報影音檔上傳Youtube、影片網址及簡報檔寄

至tycyouthhub@gmail.com。 

視疫情調整，目前暫時規劃為線上決賽審查方式，

詳細規劃方式將於公布初審結果時同步公布。 

※決賽審查延請創投業界專業評審進行審查。 

公告決賽

獲獎名單 
2022/11/04(五) 

當日下午5點前公告於桃園青年事務局粉絲專頁-桃

園青創事。 

頒獎典禮詳細時程，單位將以Email告知得獎者。視

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頒獎。 

 

6、 競賽評分標準與繳交資料說明 

(1) 評分標準 

階段 類型 組別 項目 內容 配 



分 

初賽 
書面 

審查 

青年 

學生組 

主題相關

性及完整

性 

主題的切合度及架構完整程度，整體

企劃流暢有邏輯 
40% 

主題 

創新性 

作品發想概念、創意程度及經營模式的

創新 
40% 

主題 

可行性 

計畫實現的程度、發展可行性、商業模

式或行銷方案具體可行、經費、預期效

益及風險控制具合理性理性 

20% 

青年創

業組 

主題相關

性及完整

性 

主題的切合度及架構完整程度，整體

企劃流暢有邏輯 
40% 

主題 

創新性 

作品發想概念、創意程度及經營模式的

創新 
40% 

主題可行

性 

計畫實現的程度、發展可行性、商業模

式或行銷方案具體可行、經費、預期效

益及風險控制具合理性理性 

20% 

決賽 

口頭

簡報

影音

檔 

– 

簡報內容 
簡報內容的完整性、企劃創新創意及與

主題的切合度的呈現 
30% 

影片 

整體表現 

簡報技巧、口語表達之流暢度及時間掌

控度 
40% 

實務 

可行性 

整體企劃之可行性，包含資源整合與

經費規劃之合理性。 
30% 

 

(2) 各組初稿繳交資料說明： 

組別 初稿繳交文件說明 

青年學生組 

內容架構建議如下: 

1. 創業機會與構想 

2. 產品與服務內容 



3. 市場與競爭分析 

4. 行銷策略 

5. 財務計畫 

6. 結論與投資效益 

7. 參考資料及附件 

青年創業組 

內容架構建議如下: 

1. 創業機會與構想 

2. 產品與服務內容 

3. 市場與競爭分析 

4. 行銷策略 

5. 財務計畫 

6. 結論與投資效益 

7. 參考資料及附件 

 

7、 競賽方式說明：本次競賽共分為兩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初審資料審查由審查委員針對參賽主題進行資格審查篩選，

凡參賽資料不齊全或缺少者皆於第一階段篩選時進行淘汰。最後依書

面評審分數，由評審在每組中評選出6組晉級決賽(得視參賽報名狀況及

參賽作品水準由評審團酌予增減)。 

(2) 第二階段決賽-線上審查評選 

(3) 經由第一階段初賽作品中挑選出優秀隊伍進入總決賽。入圍總決賽資

格的參賽隊伍，需配合決賽審查需要，於111年10月28日(五) 下午17:00

前上傳簡報影音檔之Youtube網址連結與決賽簡報檔(上限15張)至競賽決

賽專區。 

(4) 簡報影音檔製作格式：請以決賽簡報製作8 分鐘之口頭簡報影片，可選

擇一人或多人輪流報告。 

(5) 錄製完影片請上傳至 YouTube，標題名稱須為【2022點子王創意競賽-

組別-主題-作品名稱-姓名(團體以隊長名為主)】，設定為不公開瀏覽，

並開放影片嵌入功能。 

(6) 其解析度需達 1280*720，以可支援上傳至 YouTube 的檔案格式為主(如 

avi/mov/mpg 等格式)，上傳的影片請確認是否有無聲音。於上傳影片後

，請將影片連結網址製作為 QR Code 置於決賽簡報檔封面，以利審查

。 



(7) 決賽簡報檔檔案名稱命名方式：組別-主題-作品名稱-姓名(團體以隊長

名為主).pptx 。範例：青年學生組-物聯網及電子商務-乘著物聯網飛車

看世界-王小明-.pptx。未在期限內繳交作品則視為棄權。 

(8) 決賽方式：採數位審查。 

(9) 邀請創投界、業界、學界的專業人士擔任評選委員，初賽兩組別依成

績排序各選出5組參與總決賽，總決賽成績取較高者前6名榮獲本次點子

王競賽冠軍、亞軍、季軍及3名佳作(決賽成績不分組別)。因顧及比賽

報名組數之變異，以上獎項名額，主辦單位保留最後調整之決定權。 

(10) 參賽作品嚴禁非參與青年代筆或有抄襲之情事，比賽也禁止任何餽贈

與影響比賽公平性之行為，若有發現，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8、 獎勵辦法： 

「青年學生組」 

冠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整、獎狀乙紙。 

亞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整、獎狀乙紙。 

季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狀乙紙。 

佳作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獎狀乙紙。 

「青年創業組」 

冠軍：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整、獎狀乙紙。 

亞軍：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整、獎狀乙紙。 

季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狀乙紙。 

佳作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獎狀乙紙。 

(※競賽獎項得視實際參賽隊伍數酌予調整獎勵名額，主辦單位保有變更獎金之

權利。) 

 

9、 注意事項： 

(1) 參賽成員名單一經確認送出資料後，即不可再更改。(請再三檢查檔案

是否齊全，若有毀損或遺漏，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2) 各組團隊所提送之報名資料及相關附件，概不予退還。 

(3) 參賽者不可同時投遞一件以上作品，同一題目不得跨組重複報名參加

。 

(4) 曾參加全國性、相同類型之競賽並得獎之團隊，該得獎作品不得沿用

於本次競賽。 



(5) 為比賽宣傳及後續行銷相關事宜，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應檢附授權書

，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供出版、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使用。主

辦單位擁有該作品作為教材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 

10、 聯繫方式：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TYC青創資源中心 

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 

電子郵件：tycyouthhub@gmail.com 

連絡電話：03-4220908 / 03-4225205分機8008 

聯絡人：黃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