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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國大專院校 
豐田 Toyota 汽車網路銷售行銷創意競賽 

 
壹、 指導單位：教育部 

貳、 主辦單位：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參、 贊助單位：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肆、 執行單位：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伍、 計畫內容 

一、 活動名稱：2017全國大專院校豐田Toyota汽車網路銷售行銷創意競賽 

二、 活動目的 
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 1988 年，主要從事豐田 Toyota 汽車銷售、車輛保養及維修、

中古車買賣、汽車相關配件銷售，是國內服務業排名前 100 大之績優廠商。 
有感於未來的大學教育需要培養出更多具有思考能力、有創意的年輕學子，特地與萬能科技大學

行銷系共同合作舉行汽車網路銷售創意競賽。近年來網路銷售額快速攀升，網購成為現代人購物

的管道之一，如何將高價位的汽車商品也能推上網路銷售，競賽的主題是透過網路建構汽車商品

的行銷模式，進行汽車網路銷售創意發想，希望全國的大專院校學生能將課堂上所學到的管理及

行銷相關專業知識，應用到網路行銷。 
 
 徵求網路行銷創意，可結合創意廣告、活動、促銷等行銷策略，達到宣傳本公司產品進而刺

激消費的目的。 
 創意行銷提案要能吸引人潮、製造話題，增加網路曝光度， 

 
【註】為使參賽同學更加瞭解 TOYOTA 實際營運，可預約參觀桃苗汽車各據點 

1. 參賽隊伍可於預約參訪時間向廠商進行預約及參訪(一律採事先預約制)。 
2. 參訪時間為 106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9 月 30 日(星期日) 
3. 聯絡電話及窗口：請參考附件各據點名單及聯絡人(附件四) 

三、 活動時間及地點：本活動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一) 初賽作品收件截止日：106 年 10 月 16 日(一) 
(二) 公告進入決賽隊伍名單：106年 10月 20日(五)於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網頁公佈(網

址 http://www.ml.vnu.edu.tw/1013?s=2576) 
(三) 決賽日期：106 年 10 月 26 日(四)  13:00-17:00 
(四) 決賽地點：桃苗汽車總公司六樓大禮堂(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62 號，電話：03-4611878) 

四、 競賽規則 
(一) 報名資格 

1. 參賽資格：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研究所在學生) 
2. 參賽隊伍：每隊需有指導老師 1 至 2 名，由學生（4-6 人以內）組成團隊，組員限報名學

校之在校學生，同一人不得跨隊參加。 
3. 各隊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不得臨時更換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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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賽競賽方式 
1. 競賽方式：採書面審查，初賽評審委員由行銷系遴選 
2. 收件方式： 

(1) 完整參賽資料須包括：參賽作品簡報 PPT 檔(儲存於光碟片)、報名表(附件一)、作品

未抄襲切結書(附件二)、授權使用同意書(附件三)。 
(2) 參賽作品簡報 PPT 檔名必須有：參賽隊伍之報告個案名稱-學校系級班級（檔名範例：

桃苗汽車-萬能科大行銷三乙）。PPT 版本適用 office2010。 
(3) 報名表(附件一)請先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含)前寄至 ycou@mail.vnu.edu.tw 信箱，逾

期恕不予受理，將視同放棄參賽。 
(4) 參賽資料(含：附件二紙本、附件三紙本、PPT 簡報檔光碟片)請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

(含)前掛號寄送至「32061 桃園巿中壢區萬能路 1 號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收」，信封註明「2017 全國大專院校豐田 Toyota 汽車網路銷售行銷創意競賽」，逾

時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 
(5) 公告初賽評審結果：106 年 10 月 20 日(三)於萬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網頁(網址

http://www.ml.vnu.edu.tw/1013?s=2576)公佈評審結果，公告進入決賽之參賽隊伍。 

(三) 決賽競賽方式 
1. 對象：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 
2. 參加決賽之隊伍須按規定報到時間到達決賽地點進行口頭報告，現場須出示學生證明

文件，報到與發表時間另行公告通知。 
3. 決賽競賽方式：各組口頭簡報。發表時間為 10 分鐘(時間到即按鈴強制結束)，評審詢

問及答詢時間 6 分鐘，換場 1 分鐘。 
4. 總決賽地點：桃苗汽車總公司六樓大禮堂(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62 號，電話：

03-4611878) 
(四) 評審標準 

各項列評分項目、百分比與比賽方式請參考下表： 

  評分項目 百分比 

初賽 

書面審查 

創意概念 30% 

行銷企劃提案架構 40% 

財務規劃 10% 

市場分析及可行性評估 20% 

決賽 

書面審查 

創意概念 20% 

行銷企劃提案架構 30% 

財務規劃 10% 

市場分析及可行性評估 20% 

簡報表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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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決賽獎勵 
1. 決賽-第一名 1 隊 

頒發獎狀、獎金 15,000 元、5,000 元獎品。及贊助單位提供之每人獎品一份。 
2. 決賽-第二名 2 隊 

各頒發獎盃、獎狀、獎金 10,000 元、1,500 元獎品。及贊助單位提供之每人獎品一份。 
3. 決賽-第三名 2 隊 

各頒發獎盃、獎狀、獎金 6,000 元、1,000 元獎品。及贊助單位提供之每人獎品一份。 
4. 決賽-佳作 5 隊，分別頒發獎狀。及贊助單位提供之每人獎品一份。 
5. 以上得獎隊伍之指導老師頒發獎狀乙只。 

(六) 活動聯絡人 
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歐陽耀中老師 
聯絡電話：(03)4515811 轉 62612；e-mail：ycou@mail.vnu.edu.tw。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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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追回資格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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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入圍

資格與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 參加初賽者之作品，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所有文件將不退回，請參賽者自行

備份。 
4. 獲獎名單與公告原則：主辦單位將 email 通知所有獲獎者，並於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網站公佈獲獎名單；未入選作品恕不另行通知。 
5. 報名隊伍須同意參賽作品可供作教學範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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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各據點名單及聯絡人 

據  點 地      址 電  話 所  長 

新 竹 新竹市 300 中華路一段 257之 5號 (03)5326161 林信志 

桃 園 桃園市桃園區 330中山路 747號 (03)2201188 陳聯財 

中 壢 桃園市中壢區 320中園路 162號 (03)4611888 王祥清 

頭 份 苗栗縣頭份鎮 351中華路 1232號 (037)676976 盧建成 

竹 北 新竹縣竹北市 302中華路 520號 (03)5515135 陳長盛 

竹 東 新竹縣竹東鎮 310長春路三段 319號 (03)5944155 蔡炳輝 

 南中壢  桃園市平鎮區 324環南路 435號  (03)4913773 曾威武 

苑 裡 苗栗縣苑裡鎮 358新復里九鄰新復路 129-2號 (037)866446 黃錫國 

八 德 桃園市八德區 334介壽路二段 474號 (03)3633300 張朝欽 

苗  栗 苗栗縣苗栗市 360水源里 20鄰水源 25-10號 (037)338308 涂君宏 

楊 梅 桃園市楊梅區 326中山北路一段 33號 (03)4780888 劉榮治 

龍 潭 桃園市龍潭區 325中正路 433號 (03)4890909 蔡禎記 

龜  山 桃園市龜山區 333長壽路 479號 (03)3506108 陳銪圻 

南新竹 新竹市香山區 300經國路三段 123號 (03)5303388 洪佳樺 

南 崁 桃園市蘆竹區 338南崁路一段 101號 (03)3216565 丁志賢 

大  崗 桃園市龜山區 333大華村文化三路 358號 (03)3960166 邱鼎壹 

桃 鶯 桃園市桃園區 330桃鶯路 445號 (03)3762200 葉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