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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TiC100 社會企業創新競賽在於將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創業行動結合，透過社會企業

的出題由青年學子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在競賽實練過程中，激發青年學子

體會創新知識能量、連結社會企業永續發展需求、培育貢獻社會菁英人才。2014 

年加入社會企業咖啡館執行方案，將參與競賽的企業與團隊集結成一社會企業知

識分享平台，整合更多能量發展社會企業。 

◆競賽主題  

   1.都市改革組織 OURs http://www.ours.org.tw  

   2.小鎮文創 http://www.townway.com.tw  

3.耕心蓮苑  http://www.amtb-gx.org.tw/                                                                                                                                                      

   4.冶綠 http://www.wildgreen.com.tw/  

   5.雨林咖啡 http://www.hopemarket.com.tw/?p=4151  

   6.17Support 一起幫 http://www.17support.com/  

 

 

 

 

 

 

 

 

 

 

 

http://www.ours.org.tw/
http://www.townway.com.tw/
http://www.amtb-gx.org.tw/
http://www.wildgreen.com.tw/
http://www.hopemarket.com.tw/?p=4151
http://www.17sup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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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企業參訪: 六家 

2014 年 4 月(4/20~4/26) 

 

 

 

 

 

1/1（二）~2/28（四） 

線上報名 

2013 年 12/16~2014 年 1 月 15 日 

 

書審 2014 年 4/01~4/12，4/14（一）公布入圍 

初賽 5/24（六），5/26（一）公佈入圍決賽 

入圍決賽團隊 研習營 

6 / 07（六） 

決賽 7 /05（六）+頒獎典禮 

說明會 

2013 年 12 月 14 日（六） 

社會企業咖啡館 

7 月~12 月 

繳交計畫書 

2014 年 1/16~3/31 

 

業師研習營 

  5 /0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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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程 

年 日期 賽程 備註 

2013 年 12/14 說明會 僅此一場 

 

2014 年 

 

12/16~01/15 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a/17support.com/forms/d/1-OlVOjzmM1-9tcFYszlBarq_XW8S_TVyG0B9vEKrMD0

/viewform 

完成報名才能

參加後續比賽 

01/16~03/31 繳交計劃書 
http://www.seietw.org/info/20131223/529 

 

有報名者, 於網

上下載計畫書

格式 

04/01~04/12 書審 4/14 公布入圍 

04/20~04/26 企業參訪 (業師要參加) 通過書審團隊 

05/03 業師研習營(業師要參加)  

05/24 初賽（前一周繳交 PPT 簡報） 5/26 公布入圍

決賽團隊 

06/06 入圍決賽團隊研習營  

07/05 決賽（簡報不限格式） 當日公布名次 

07/06~12/31 社企咖啡館企劃 進入冠亞軍團

隊執行 

 

 

◆說明會 

  日期：12 月 14 日星期六（僅此一場） 

   地點：輔仁大學-利瑪竇大樓-B01 國際會議廳（24205 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報名網址：http://goo.gl/OJ7Hbo 

   報名日期: 11 月 1 日~12 月 8 日止 

   未能參加說明會者請於官網（http://seietw.org/）瀏覽說明會錄影檔 

 

https://docs.google.com/a/17support.com/forms/d/1-OlVOjzmM1-9tcFYszlBarq_XW8S_TVyG0B9vEKrMD0/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17support.com/forms/d/1-OlVOjzmM1-9tcFYszlBarq_XW8S_TVyG0B9vEKrMD0/viewform
http://www.seietw.org/info/20131223/529
http://seie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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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所有競賽訊息以官網公告為主) 

       http://www.seietw.org/ 
 

◆評選辦法 

   1.書審：題目、團隊簡介、構想與作法、資源與能力、社會效益 

   2. 初賽、決賽 

     A 計畫內容與社會問題密合性(20%) 

     B 計畫方案創新性(20%) 

     C 計畫方案可執行性(20%) 

     D 計畫方案資源獲取與使用(20%) 

     E 計畫方案社會效益與價值(20%) 

 ◆獎勵辦法 

    1. 決賽獎項: 

  第一名：團隊獎金 6 萬元+業師 2 萬元+優勝獎狀，各議題一名，得從缺。 

      第二名：團隊獎金 3 萬元+業師 1 萬元+優勝獎狀，各議題一名，得從缺。 

    2. 通過書審團隊為下屆 TiC100 社會企業創新競賽優先甄選志工。 

 3. 入圍初賽團隊及決賽團隊，將有機會至六家企業實習，由六家企業主經由 

    競賽與相處過程中決定是否聘任。 

4. 各議題決賽第一名及第二名團隊需擔任 2014 社會企業咖啡館聚會一場 

   籌畫者。 

 5.參賽證書: 入圍初賽團隊與決賽團隊全程參與賽程者，主辦單位提供參賽 

證書。 

    6.隱藏版獎勵：TiC100 競賽過程中，有神祕業師將從中找出 0~3 隊加入[社 

     企爆米花]，進行賽後社會企業育成，由業師帶領輔導創業。 

     (註：社企爆米花為社會企業創業育成活動,由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舉 

     辦，給予輔導及培育對社會企業創業有興趣者) 

 

◆報名資格  

1. 台灣大專院校之大學部、研究所在校學生或青年（團隊需1/2以上是學生）。 

2. 年齡條件為35歲以下之青年，不限國別均可報名。 

3. 每隊須有一位業師擔任指導，業師不限職業。 

4. 團隊成員可跨科系或跨校組合，成員最少2人，上限4人，另加一位業師。 

5. 參賽團隊只能報名一家企業，選擇該企業議題完成依據企業需求方向相 

  關規定。 

http://www.seie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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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過書審的團隊，業師需參加參訪及業師研習營行程，了解企業和競賽。 

    7. 團隊全體隊員須全程參與競賽，除有特別原因需先請假。 

 ◆報名流程  

1.線上報名 ＜  http://www.seietw.org ＞ 

     2.線上有效報名期間: 選擇報名網站公告之六大合作企業題目 

       2013/ 12/16 ~2014/01/15 (24:00pm)。  

  3.計畫構想書及證明文件繳交：（官網下載） 

      2014年3月31日前寄出計畫構想書。 

        首先針對想報名的議題內容說明，提出計畫構想，繳交WORD電子檔案至 

      主辦單位。 

     4. 通過書審團隊，須參加各報名企業的參訪行程，業師需同行。 

     5. 業師必須參與行程：參訪與業師培訓營。 

     6.入圍初賽團隊，於公告期限前繳交 PPT檔。 

     7.入圍決賽團隊，於公告期限前繳交簡報檔。 

    ◎喪失參賽資格條件 

    (1) 團隊成員: 報名截止前未達3人（含業師）之團隊，即喪失參賽資格。 

    (2) 指導業師：報名資料無指導業師之團隊，即喪失參賽資格。 

    (3) 競賽歷程:  

       ●未繳交大會公告之各階段競賽應交文件。 

       ●團隊成員未全程參加各階段學習歷程及賽程。 

 

 

 

 

 

 

http://www.seie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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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TiC100 社會企業創新計劃書格式  

(以 WORD 格式回傳: tic100se@gmail.com      ) 

1. 封面 

主題 
□都市改革組織 OURs  □小鎮文創  □耕心蓮苑                                                                                                                                                       

□冶綠               □雨林咖啡  □17Support 一起幫 

隊名  

學校名稱  

團隊

LOGO 

(電子照片) 

 

團隊 

團體照 

(電子檔照片) 

 

聯絡人 姓名:  

手機:  

信箱: 

隊員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指導老師 

 

 

姓名              性別  系所/公司  

手機  信箱  

 

mailto:tic100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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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 ( 以 12~16 字體大小格式撰寫 10~20 頁，內容涵蓋下列五項，附上頁碼，表格自行延伸) 

◇ 題目 

◇ 團隊簡介：團隊特色、組織 

◇ 構想與作法 

◇ 資源與能力 

◇ 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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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聲明  

A、為維護出題企業的正常運作，所有參賽團隊在宣傳及競賽過程中，如有任何 

針對企業議題的疑問，一律統一聯絡本競賽服務窗口，由主辦單位統籌後回覆於

官網。請參賽團隊勿自行聯繫，以免困擾出題企業。 

B. 參與TiC100競賽活動(以下簡稱競賽活動)之參賽團隊及其人員，於報名完成時 

即視同接受TiC100競賽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所公布之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則

(含本參賽聲明)、公告與評審結果，若有違反之情事，委員會有權取消其競賽或

得獎資格。若不願接受者，可於競賽活動之評審開始前自由退出競賽，但應以書

面通知委員會。  

C、參賽期間繳件等各項大會資訊公告皆需使用大會指定使用平台，若參賽團隊

任意使用其他平台，該獎項將不列入評比。  

D、競賽活動之繳件、內容產出以及資訊公告皆需使用委員會指定使用之平台。

若參賽團隊任意使用其他平台，則相關資料內容將不列入評比。  

E、參賽團隊保證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料以及競賽資料內容，均屬真實且無侵

害他人權益（含智慧財產權）。如有虛假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委員會有權取

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該團隊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F、參賽團隊因參與競賽活動而提供之競賽資料內容，如計劃書、簡報、Business 

Model或影片等，無論為何種形式，需無償授權予委員會可公開使用於推廣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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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教育等非營利之用途。  

G、針對合作企業有保密需求之Business Model，參賽團隊最遲於頒獎日前，得

以書面向委員會申請不予公開、提供可公開告知部份或公開使用之起始時間予以

延後，但延後之時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委員會得依實際情形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H、委員會保留修正相關競賽辦法與規則之權利，但需以不妨礙已執行之部份為

原則，並以官方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不另行個別告知。  

I、參賽團隊及其人員應以維護TiC100品牌聲譽為行事準則，若有任何問題，歡迎

主動向TiC100網站或研華文教基金會人員反應，尋求解決，不應未釐清事實前有

任何詆毀TiC100之情事發生。  

◆TiC100社會企業開放平台網站與服務窗口 

1. 官網平台:  http://seietw.org/ 

2. 2014 TiC100社會企業服務窗口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Tel:  02-2905-6375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Tel: 02-7730-8836  

Email: tic100se@gmail.com 

http://seietw.org/
mailto:tic100s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