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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

        中正大學產業發展與預測研究中心及統一證券於110度第1學期舉辦第八屆「中正
大學x統一證券 2021全國校園盃菁英投資競賽」。和過去七屆不同的是，本屆規模擴
大至給予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操作股權融資的學習機會。虛擬投資理財競賽的策畫動
機，不僅是為了鼓勵全國大專院校系所的在學學生，能夠主動學習投資技巧相關的
操作知識，更希望能夠藉由不斷的推廣競賽，帶動中正校園學生投資理財的風氣，
讓同學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認識更多的操作手法及不同的投資方式，也擁有和其他
大專院校學生相互切磋的機會。

        2021年03月29日至04月01日為競賽試玩期，主辦單位提供所有參賽隊伍熟悉虛
擬交易所之操作功能的試玩機會。參賽隊伍在領取使用帳號與密碼後，即可自行登
入投資系統先行試玩，所有損益於2021年04月01日當天收盤後即重新歸零，在04月
06日比賽正式開始。競賽採用由寶碩科技提供之虛擬投資平台進行競賽，參賽對象
為全國大專院校的在學學生，以個人報名競賽。競賽初期每組隊伍可獲得新台幣
1000萬元的虛擬金額作為原始投資資金，可投資標的包含上市櫃股票、認購（售）權
證、台灣指數相關期貨（台指、電指、金指、小台指、台指五十）、台灣指數選擇權
（ 上市指數選擇權）等。傳統組競賽亦有懲處規定，參賽者須符合「投資股票的檔數
及持股水平」之相關持股規定，違反規定之隊伍，每日系結算時將扣總報酬率
0.5%。此外，所有參賽隊伍可於平日下午4點後，登入虛擬交易平台查閱隊伍目前
報酬績效 ，並同時瞭解即時成績排名，更可於參賽留言區發佈訊息，交流投資操作
的知識。

        主辦單位原本預計於2021年06月19日頒發獎狀及獎項給予前三名參賽者，但由
於疫情的延燒，改為以信件方式寄發獎狀及參賽證明。本屆投資競賽之冠軍頭銜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魏昇暉同學拿下，第二名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葉桓志同學拿
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的邱顯益同學拿下第三名，該三位同學在為期2個月的賽程中
充分展現靈活機智的投資知識，取得佳績。

投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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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海報

        此競賽訂定的交易規則與眞實股票市場相同，學生能夠親身體驗於線上參與模
擬投資、積極追蹤資金流動的趨勢之外，亦可學習如何隨時應對面臨的投資風險，
從經驗中逐漸培養理財觀念。此外，第八屆競賽的總報名數共有將近1100位同學，
主辦方希望在未來能開放更多的同學報名參賽，推動虛擬投資競賽，以激發全國大
學生對投資理財抱持著高度興趣與參與意願，使投資理財的風氣在各校園中持續發
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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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手作溫度，製作日常樸實
甜點 ，以日式細膩手法勾勒出簡單
的滋味。日常販售蛋糕甜品訂購，
在每個日子為生活添加一絲暖意。
希望食用者能從中得到能量，拉近
人跟人在餐桌上的距離。結合在地
風情及食材，以季節規劃設計，勾
勒出心中的生活樣貌。

    我認為甜點可以撫慰人心，在製作
的過程中也是如此，時常在製單的時候
療癒自己。製作甜點的過程看似浪漫，
實則有許多細碎且繁瑣的事物堆砌而
成。常常在不知晝夜的時日烘焙著。

     在一年前的春天貿然創立粉專，惶
恐的接著那不知從何處而來的客人，太
多的細節沒能處理妥當，遇到了不符合
風格的裝飾、未能完整地送至客人手上
等等，直至今日依舊覺得還有許多小東
西需要完善。想要將美好的生活與工作結合不易，創造給客人們小驚喜的瞬間也安慰到
自己，我想這是每個創業者的理想吧!

        依舊在5坪小房子內烘焙著，一年來的接單成長了少許，看到每個熟悉的面孔依然覺
得欣慰，有許多陪伴成長的友人，在度過春天的微風細雨、夏日的酷熱蟬鳴、深秋的微
涼時分，霜風後的靑芽初茂，可以在每一個屬於値得慶祝的時刻等待下一次的見面。
在競爭激烈的烘焙業下創業非難事，一點一點的踩著計劃好的腳步前進，相信在生活的
指引下，可以更加尋找到自己所喜愛，堅持且維持。



 大量生產來降低成本，已經是許多產業都熟知的事
情，而我們認為這樣一來會產生庫存的壓力，二來會
導致原物料過度浪費，小量生產也讓我們可以更全面地
與顧客接觸，了解其需求以及產品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不刻意大量生產，減少產生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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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服裝的原貌，以簡約平凡的剪裁，呈現於消費者面前。希望藉由「侘寂」這個風格的
的美學加以延伸，侘ㄔㄚˋ寂（日語：侘び寂び Wabi-sabi）是一種以接受短暫和不完美為核
心的日式美學。「不完美的，無常的，不完整的」，雖然說它們都帶有負面的意思，但卻不可
否認的代表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別於繁華而不切實際，此風格更能呈現出生活的全
貌。食衣住行，「衣」，可以說是日常所需最基本的物品，但對台灣人而言，卻不是一個非常
注重的一環，我們想藉由最直白的設計告訴消費者們，「服裝」並非很遙遠的詞彙，而是每天
必需穿著的貼身物品。對此我們也在設計上達到以下四個特點進行優化:

 先前提到風格以「侘寂」與「簡約」兩者元素貫穿，而
設計上的簡約則代表著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設計，如許
多產品會縫上織標來呈現品牌logo和一個品牌形象，
並透過它來分辨尺寸，我們利用網版印刷方式來取代
織標，除了減少浪費之外，更大幅改善穿著著時常會
刺癢的問題。

設計上的簡約

參
拾



        在布料的選擇上我們會盡量選擇對環境友善以及
生產流程符合標準的面料，如有機棉等等，在提升消
費者穿著舒適度的同時，也使生產時不會造成環境負
擔和勞工的剝削。

         這是服裝產業最為恐怖的地方，品牌尋求藝人明星
助陣 ，藉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並促使粉絲購買，而
這樣的廣告宣傳，往往會產生大量的成本，進而瓜分掉
原先衣服生產的預算，我們則換另外一種較為費時的方
式，則是自己成為有流量的人與創造自家媒體，這樣大
幅減少成本，且可以有效建立粉絲互動。

時尙產業被「譽為」世界上第二污染的產業，過度生產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想盡自
己的一份心力來試著改善這個環境，我們認為大量生產壓低成本，雖然獲利遠遠高出許
多，但無形中也把污染等環境問題丟給這片土地。

  參拾這個品牌，除了是一個服裝品牌之外，我們更視其為一個實驗，探索服裝的原
貌，檢視生產流程。設計、生產、行銷，每個環節缺一不可，Givenchy創意總監Matthew 
Wil-liams 曾說過，製造服裝是一種責任，應該讓任何想做衣服的人都通過考試，這標準可
能有點嚴苛，但冰川在融化，全球財富分配不均….，雖然這樣的做法看似很多餘，也很不
切實際，但卻也是對環境最友善的長遠之計。

大量成本源自產品廣告，而我們自己創造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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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始布料製作

團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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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賀中正創新創業基地團隊獲得教育部創新創業教育計畫開關公司10萬元補
助 ，後續團隊會進行開、關公司的流程，進入實際商業運作！

。參拾→三十衣有限公司
。bobo動物友善保養品牌→愛啵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ep Fashion→深度時尙有限公司
。長者人權門診→老小孩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respawn→萊納你坐有限公司

各團隊簡介
參拾

        創作生活貼近平凡的服飾，希望產品
以可以長久陪伴為理想去製作，跳脫服飾
產業的快時尙，打造永續的設計。

bobo動物友善
保養品牌

        本團隊致力於打造一個動物友善品
牌，淨利將有30%回饋至民營流浪貓狗
園。團隊成員共同理念是，期望能改善目
前已捐款為主之救助模式，未來希望能讓
浪浪以健康身體來自己推薦產品、替愛爸
媽們賺取飼養費，也讓目前無償捐助者不
僅可得到需求產品，也可達到捐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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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人權門診
  高齡社會已然成為台灣的重要標籤，

雖然目前已有政府長照制度作為因應，但
對於長者與照顧者而言的相關服務及資源
仍舊無有效的整合及管理，因此希望建立
一套整合長者、家屬、照顧者、醫療人員
以及法律人員的資源平台，結合政府、企
業、民間組織等資源與據點，使其能夠簡
單快速的運用資源，以達到長者尊嚴的社
會為宗旨。

respawn

        「我們想以遊戲重新描繪這個世界。」
而實現這個理念的載體就是實境遊戲。在
一開始我們將以以下三個產品來實現這個
項目：頭戴式VR、switch及實境桌遊。藉
由初期的營運熟悉設備及獲取資金，後期
則可遊服務端轉為設計端。在未來實行實
境遊戲的再推展，落實實境遊戲的設計。

Deep Fashion
     會去服飾店的只有兩種人，有目標而
直接前往目的地的人和沒目標隨便晃晃
的 。針對沒目標之顧客，利用攝影機記錄
進入時裝店門口的客人，系統會將捕捉到
的影像放進辨識模型，分析客戶身上的服
飾款式。辨識完成後，會將客戶的款式與
店裡的庫存款式做配對。配對完成後，系
統會依據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款式，連接
物聯網的LED地板，利用地板發光的方
式，引導客人前往對應的陳列區。



為人生增添色彩！Live 
Love Polish 的創業故事
        來自台灣的兄妹檔創立的Live 
Love Polish，在各大美妝公司齊
聚的紐約第五大道站穩腳步，創下
年營收200萬美元以上的佳績，更
曾獲選富比士美國「30 under 30」
零售與電商類創業家，達到新的里
程碑。

1.創新創業基地攝影棚「網紅空
間」設備操作說明。

2.影片拍攝基本概念與實拍。

攝影棚錄製直播&拍照
技巧實作教學

        本課程作為接續1月份舉辦
的用「 影片說故事」課程，及銜接
110/03/26的Premiere影片剪輯
課程，提供學員使用創新創業基
地攝影棚與簡易的攝影器材，蒐
集影片需要的元素！
        本課程規劃將學員分為2組
輪流進行：

產業鏈結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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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Premiere剪輯實務
剪個好故事！
        創新創業基地邀請經驗豐富的
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兼
任講師張晏庭老師，為我們分享如
何運用Premiere剪輯軟體將手上
的素材，製作出完整的影片！
課程中晏庭老師將接續前次課程深
入淺出的告訴學員如何說出一個
「 好的故事」，同時示範、講解操
作Premiere剪輯軟體如何使用。

紐約求職求生記&搜尋
引擎優化(SEO)超入門
分享
        講者本身有六年紐約工作經
驗，待過全球前三大廣告集團以
及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實
習，經手過S&P500的國際客
戶，目前仍舊努力鑽研搜尋引擎
的奧妙以及經營部落格「Lili In 
New York」。

輔導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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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阿公的一堂文化課
⸺�在菜市場學生活

     在傳統的菜市場中，不論是新鮮
的蔬果、醃製的鹹菜，都代表著不同
季節 、氣候下的產物，亦可以說是代
表當地農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

放慢速度，來一場在地
小散步
        本次講師主打在地深度旅
遊，將腳步放慢，融入當地生活
步調，與當地的人文、生態、歷
史、產業、飮食連結，讓旅遊業
者創造自身特色，一起來聆聽他
的分享！

創新創業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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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鄉的斜槓靑農方子維，用自身的英、
日語專長，將旅客帶進菜市場內導覽，也將
菜市場文化帶入社區大學，更透過音樂米創
意產銷企業社，以音樂的方式更多人知道在
地傳統市場，讓菜市場的文化與知識不只留
在當地，而是能夠推廣至國內外。



新創公司的100件大小事座談會
        活動中首先由創新創業基地洪新原主任，
詳細地為大家簡介創新創業基地特色，接著由
碁元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劉福運所長，分享輔
導創新創業的寶貴經驗，劉所長針對新創公司
因對法令與會計系統知識經驗不足發生的問
題，做了非常精準的剖析與建議，會中業者與
學生大家熱烈討論發問。
        感謝南區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台東、澎湖)參訪創新創業基
地 ，並提出建言，讓參與的同學們受益良多。

 STARTUP LAND  

公司設立及管理技巧經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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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碩稅務記帳士事務所的曾文耀所
長為團隊詳盡地說明公司設立的相關事
宜，原來設立公司的大小事很多、很雜，
上至行政流程、找辦公場地談租金，下到
誰要負責打掃、丟垃圾，都需要規劃張
羅，講師也勉勵團隊在創業的道路上應該
保持著正確的心態，往前邁進。

斜槓，你的人生—
乾燥花草香氛蠟燭動手
        我們習以為常的感官，大部分被「視覺」和
「聽覺」佔滿，但有些記憶，是當你閉上眼睛，用
嗅覺才能開啟那些存放在腦中的記憶卡匣，憶起
那些事情，觸動在心中最深的那個區塊，心動不
如趕快行動。課程全採用高規格美國、韓國、澳
洲進口材料 ，超過15款香氛讓學員調配。
課程內容：1.蠟燭簡史、原理說明

2.大豆蠟特性及製作說明與注意事項
3.香氛精油添加比例
4.乾燥花草擺放技巧



美不落山盧馬

業師輔導會
STARTUP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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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餘



有機二四

業師輔導會
STARTUP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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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果蠅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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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創新創業競賽
造夢成眞，築夢踏實

總獎金高達
260,000

Start up!
成為夢想的自造者!

競賽獎金
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  乙組
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8  萬元  乙組
第三名  獎金新台幣  5  萬元  乙組

優選      獎金新台幣  1  萬元  三組

邀請創投業界人士擔任評審，若提案出色，有機會獲得額外的天使基金!

參賽辦法
。報名日期 : 110年8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截止 (連同企畫書繳交期限) 
。初審結果 : 110年10月10日公告於粉絲專業
。決賽日期 : 110年10月29日
。決賽地點 : 國立中正大學 行政大樓東棟 4樓會議室
。頒獎地點 : 國立中正大學 行政大樓東棟 4樓會議室
。繳交方式 : 參賽者將報名表及企劃書上傳至報名網站

報名資格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2~5人一組 
(團隊成員可包含30歲以下畢業校友，但須至少一位為在校生，亦可跨校組隊)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創新創業基地、國立中正大學管理學院、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指導單位：科技部、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日本駐台交流協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協辦單位：產業發展與預測研究中心

報名網站連結



申請表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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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
123計畫宣傳

活動辦法
        以年度為單位，同學取得創新創業基地所發行之「創新創業護照」，並完成三類
活動，共六項任務，即可獲得創新創業基地所頒發之金色證書，並有機會獲得額外
獎勵。
活動任務包括：
     1 門「四創學程」 課程或組隊參加「企業出題我來解題」活動。 
     2 次校內或校外創新創業相關競賽 。
     3 場創新創業基地講座。

申請認證流程
  第一步：蒐集相關證明
1. 四創學程：以學期成績單做為證明依據。
2. 企業出題我來解題：請保留組隊證明文件。
3. 校內或校外競賽：保留參加證明或是得獎資訊。
4. 創新創業基地講座：於活動報到處或在活動結束後，兩周內攜帶護照到基地

蓋認證章 。
  第二步：申請認證
1. 線上辦理：

請上網塡寫申請表單並上傳證明檔案。
2. 親自辦理：

攜帶證明文件，親自到創新創業基地申請辦理。
第三步：攜照蓋章
基地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將以Email方式通知合格 申請
者攜帶護照至基地蓋認證章。

1. 「創意創新創造創業學分學程」，須取得80分以上成績。
2. 參與競賽的認列最終由創新創業基地核定。
3. 於活動結束二週內，可依活動當日簽到記錄辦理補章；若無簽到記

錄 ，恕不辦理。
4. 服務時間為平日09: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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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出題 
X  我來解題

主辦單位 : 中正大學 創新創業基地

The world in my hands！展現你的創業力！

目標
        讓同學們能夠藉由此機會了解企業實際需求，激發創意與創新的發展，提升實
務經驗與拓展產業視野，展現新創能力！
        活動詳情將於8月份公布於創新創業基地官網。

活動規則
1. 同學可以自行選擇想要的題型，每組團隊限申請1道題目。
2. 每位隊員限加入一組新創團隊，不可跨組報名。每組題目預計遴選5組團隊。
3. 入選團隊須於通知入選一個月內提出進度報告，過程中會安排至少一小時專

業導師諮詢時間；活動將於三個月內結案，團隊須提出計畫改善方案並繳交成
果報告書。

線上報名時間
110年9月16日起至110年10月16日。

參加對象 
國立中正大學大學部、碩博班及跨校交換
學生。

出題內容 
涵蓋社群媒體、SEO規劃；企業創新與市場開發；創意策略與企劃以及各項銷售

模式與經營模式等多項領域。

獎勵 
        每組題目都會選出優秀團隊頒發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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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  
微課程宣傳

1.選修本微課程之學生，必須於本學期內參與
至少15小時之活動、演講或工作坊。

2.學生須於參與活動時，將創新創業微課程活
動紀錄表交給負責教師簽名，並塡寫該活動
之基本資料，並撰寫150字以內之活動心得並
附上一張活動照片。

3.請於學期末將累積15小時之創新創業微課程
活動紀錄表送交創新創業基地，以利後續微
課程學分審查與認證。

歡迎各位同學選修新開設(110-1)之【創新創業微課程】

活動辦法
        本微學程在於培養學生開創新事業的熱情與興趣，透過實際參與微課程之活動
來幫助學生能夠成功地發展創新創業構想。

        參與活動時須先列印附件中的「創新創業微課程活動紀錄表」，請活動負責教師
簽章，完成紀錄表塡寫後於學期末將累積15小時之紀錄表交至創新創業基地審查、
認證！

        歡迎下載附件中的「創新創業微課程紀錄表」，只要在學期內參與至少15小時之
活動、演講或工作坊就可以獲得一學分，敬邀各位同學踴躍選修！

相關規定:

附件連結：https://reurl.cc/1YEQkW 

STARTUP LAND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中市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彰化縣

金門縣

澎湖縣

創 業 地 圖

TTMaker臺東原創基地

宜蘭靑年交流中心
宜蘭園區靑創基地(蘭靑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新北社企電商基地
新北創力坊(innosquare)
林口新創園(Startup Terrace)
物聯網創客基地

台灣維百有限公司(HJA國際創育聯合加速器)
FashionBlock Taipei台北時尙新創中心
松菸創作者工廠
t.Hub內科創新育成基地
臺北創新實驗室
Digi Space共創空間(Digiblock Taipei A棟)

Audi創速中心
永樂時尙實驗基地(T FASHION)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
行政院新創基地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興光堡壘-桃園靑年創藝聚落
新明靑創基地
安東靑創基地

桃園靑創指揮部
桃園市虎頭山創新園區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I/o studio屏東縣靑創聚落

行政院新創基地南部辦公室
集盒(Kubic)
KO-IN 智高點
創客小棧
駁二共創基地

南科AI-Robot自造基地
C-Hub 成大創意基地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創業工坊
南方創客基地

嘉義市KY三27文靑基地

嘉義縣新創基地

和興靑創基地

竹科靑創基地(竹靑庭)
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東門靑年基地

行政院新創基地中部辦公室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摘星靑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
TCN創客基地

金門三創服務平台 - 後浦給問樓

澎湖縣創客基地

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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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基輔導特色與團隊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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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特色

☆雙導師指導 ☆團隊競賽獎勵
☆專業諮詢服務 ☆創業資源媒合

申請對象

☆本校學生及校友。
☆校內具有創業潛質及具有可商品化之技術、提案或專利

之個人或團隊。

申請流程

申請人備齊申請表、計畫書及輔導需求表，提出申請。
(申請表、計畫書範本需求表，可掃描QR Code，至創基
官網點選「各類資源→準備階段」，並下滑至「相關檔案下
載」)

聯絡我們

地址 |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大學宿舍EB1) 
E-mail | startup@ccu.edu.tw
校內分機 | 05-2720411#16906
專線電話 | 05-2729022


	組合 2_compressed
	活動花絮p6 第四期
	活動花絮p7 第四期
	活動花絮p8 第四期
	活動花絮p9
	業師輔導會
	業師輔導會p2

	組合 1_compressed
	電子報封面
	目錄
	活動成果
	活動成果 - 2
	英雄榜-1
	英雄榜-2
	護照宣傳
	創業地圖
	團隊申請辦法

	第四期電子報
	組合 2_compressed
	活動花絮p6 第四期
	活動花絮p7 第四期
	活動花絮p8 第四期
	活動花絮p9
	業師輔導會
	業師輔導會p2

	組合 1_compressed
	電子報封面
	目錄
	活動成果
	活動成果 - 2
	英雄榜-1
	英雄榜-2
	護照宣傳
	創業地圖
	團隊申請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