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全國大專院校 

海能量電商行銷實戰擂台競賽辦法 

一、競賽說明 

藉由網路無遠弗界傳遞訊息及低成本優勢，網路行銷與行動銷售模式已成為一股不

可忽視的風潮，為訓練學生具備網路創業、網路行銷、商品發表與客服處理能力，以及

挖掘電子商務人才，並推廣「地球生命永續、生態淨化重建」的理念，海能量科技開發

工業有限公司與致理科技大學特舉辦「2018 全國大專院校海能量電商行銷實戰擂台競

賽」，並提供說明會暨培訓課程。 

「分享經濟」已顛覆傳統消費理論和經驗，藉由此擂台競賽，參加競賽之團隊可以

訓練應用外部資源及虛實整合行銷之能力，並實際進行網路創業體驗。竭誠歡迎全國大

專院校學生組隊參賽，挖掘出你的電子商務天賦。報名參賽的團隊，於比賽期間將可以

免費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行動電子商務平台，在不用操心商品、金流、物流以及系統

維護的情況下，可以有最實際的電子商務實戰操練及創業機會。 

二、主辦單位：海能量科技開發工業有限公司、致理科技大學 

三、協辦單位：慈濟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亞

東技術學院、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四、參賽資格 

(一) 就讀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所），對於電子商務有興趣者，不限科系皆可報

名參加。 

(二) 參賽團隊可跨校、系科組隊，每隊 2~7 名隊員，並需委派成員一名擔任隊長，但每

人僅得報名參加一組隊伍為限。 

(三) 凡於大專院校任教之專任或兼任老師均可擔任指導老師，且指導之團隊數不限。 

(四) 參賽團隊須參與說明會暨培訓營(若無法親自出席，務必自行上網觀看課程影片)，獲

獎團隊須參與頒獎典禮。 

五、競賽方式 

(一) 主辦單位提供一個完整的行動電子商務平台，並提供商品、金流、物流服務。 

(二) 比賽期間參賽團隊所販售商品之總營業額超過新台幣 15 萬元，始取得決賽資格，並

自動晉級決賽團隊。 

(三) 名次依評分標準進行評比，設冠軍、亞軍、季軍各 1 名；佳作 5 名 (若參賽團隊總數

超過50隊，佳作擇優增列若干名)。 

(四) 除前三名獲頒獎項獎金外，凡實際銷售營業額達到新台幣 2 萬元以上(含)的參賽團隊，



均另頒發該參賽團隊所販售商品總營業額 5% 的入圍獎金。(商品若被退貨，不算實

際銷售) 

(五) 各參賽團隊之競賽累計銷售額每兩週定期公布。 

(六) 參賽團隊自行運用管道、方式、創意進行商品行銷與客戶服務，需遵守主辦單位公

布之相關規則及法令。 

(七) 參賽團隊報名完成後，一週內會以 E-Mail 收到競賽平台的帳號相關說明資料。未收

到通知信時，請參賽團隊以電話或 E-Mail  詢問。 

(八) 行動電子商務平台操作手冊及競賽相關參考資料將於收到團隊報名書面資料後，再

另以 E-Mail 通知相關下載網址，請參賽團隊自行下載並依競賽規定使用。 

六、競賽時程與說明 

活動主題內容  時程說明 

報名時間 即日起開始報名。 開賽後仍可組隊參加，惟成績自完成報名

所有程序後始開始計算。 

說明會暨培訓營 

 

107年6月30日(六) 致理科技大學 

(視報名狀況需要，若增加不同地區場次，將另行公布) 

 

課程內容如附件，說明會暨培訓營將宣達競賽重要事項，並

現場提供競賽商品參考手冊紙本資料 (未出席說明會暨培訓營

之參賽團隊，恕無法提供精美體驗商品及競賽商品參考手冊

紙本資料，並請務必自行上網觀看課程影片，以了解相關注

意事項，避免影響日後競賽成績)。 

競賽時間 107 年 7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公佈得獎名單 108 年 1 月 28 日 (一) 

頒獎典禮活動 108 年 2 月 23 日 (六) 致理科技大學 

獲獎團隊應配合派員出席頒獎典禮活動，若未出席頒獎典禮

視同放棄獲獎資格，該獎項以從缺論。 

七、報名方式與準備資料 

(一)線上報名：一律採用網路報名。各參賽隊伍請於107年9月30日前至

報名網站(  https://goo.gl/MNfPqJ  ) 填寫線上報名資料。 

(二)郵寄報名資料： 

1.請於107年9月30日前郵寄【報名表(含學生證影本、參賽聲明書、獎金代表受款帳

戶存摺與代扣稅金資料影本)】正本1份，郵寄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3號 資



訊管理系 呂老師收，以郵戳為憑。 

2.報名表需檢附參賽團隊全體學生證正反兩面影本、參賽聲明書、獎金代表受款帳戶

存摺與代扣稅金資料影本。 

(三)注意事項： 

須依規定完成上述(一)(二)項作業，始報名成功。請依照規定格式繳交，如有格

式不符者，將視為無效案件，繳交格式請參見附件。違者視為違反規定，主辦單位

有權進行塗銷修改，嚴重者得取消參賽資格。 

八、評分標準 

項目 比例 說明 

競賽商品在競賽平台實

際銷售額  (海能量家庭

清潔系列產品，不含輔

銷品及其他商品)  

100  % 

 被退貨之競賽商品不列入商品銷售額  

 此項目分數 = 參賽團隊銷售額／所有參賽團隊

銷售額之最大額 

九、獎勵方式 

(一) 設冠軍、亞軍、季軍各 1 名；佳作 5 名 (若參賽團隊總數超過 50 隊，佳作擇優增列

若干名)。 

(二) 各獎項之獎勵說明： 

1. 冠軍： 

A. 獎狀：每位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各乙紙。 

B. 獎金：新台幣 5 萬元整。 

(若所販售商品之總營業額未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含)，則冠軍獎金改發

所販售商品總營業額的 5% ，入圍獎金另計)  

2. 亞軍： 

A. 獎狀：每位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各乙紙。 

B. 獎金：新台幣 3 萬元整。 

(若所販售商品之總營業額未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含)，則亞軍獎金改發

所販售商品總營業額的 5%，入圍獎金另計) 

3. 季軍： 

A. 獎狀：每位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各乙紙。 

B. 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整。 

(若所販售商品之總營業額未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含)，則季軍獎金改發



所販售商品總營業額的 5%，入圍獎金另計) 

4. 佳作： 

A. 獎狀：每位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各乙紙。 

(三) 實際銷售營業額達到新台幣 2 萬元以上(含)的參賽團隊，將另頒發該參賽團隊所販售

商品總營業額 5% 的入圍獎金，並發給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入圍證明 (以 E-Mail  寄

送，商品若被退貨，不算實際銷售)。 

(四) 參賽團隊有實際銷售出商品者，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即發給參賽證明 (以 E-Mail  寄

送，商品若被退貨，不算實際銷售)。 

(五) 競賽完畢後，參賽團隊或成員可與商品提供者商討以行動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行動網

店之相關事宜，分潤比例及須遵守之規則另行商議。 

(六) 若主辦單位及其相關業者有電子商務人才需求，優先推薦獲勝團隊面談。 

十、其他事項聲明 

(一) 參賽團隊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競賽辦法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

規則與評審結果。活動因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政策變動等因素，致無法執

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 

(二)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凡得獎價值超過新臺幣1,000元(含)者，需統一造冊，領獎人須

檢附身分證件正反面清晰影本予主辦單位，以利確認領獎名單及獎勵品發放。得獎

價值超過2萬元（含），本國人及外籍人士(住滿183天)依法代扣10%稅金；非中華民

國國境內居住之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

得獎人所得之金額，須負擔 20%所得稅，於領獎時即須同意主辦單位代扣繳納。主

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次年度寄發所得扣繳憑單予領獎者。得獎人之各獎項依所得

稅法相關規定辦理，若領獎者不願先行代扣稅金，或不願意配合提供相關領獎所需

個人資料或文件，則視為自動棄權。 

(三) 參賽團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若已公告獲獎則撤銷其

獎項、獎金、獎狀： 

1. 參賽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2. 參賽過程有剽竊、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專利、專門技術、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者。 

3. 參賽隊伍使用不當行為影響競賽結果者。 

(四)  前三名獲勝隊伍須提供心得報告一式給主辦單位，頁數不少於 15 頁(含照片與截圖)。

心得報告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行銷活動規劃 

2. 行銷活動執行 

3. 對競賽平台的建議 

4. 對競賽方式的建議 

(五)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改競賽相關辦法，並公布於競賽網站。參賽團隊應經常瀏覽網

站公告，不得以未知悉為由提出異議。 

十一、聯絡方式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聯絡人：詹先生、呂老師 

電話：02-22576167 #1313、#1610  

E-Mail：r100@mail.chihlee.edu.tw 、chihlee.seaenerge@gmail.com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3號  



附件： 
「2018 全國大專院校 海能量電商行銷實戰擂台競賽」報名表 

參賽編號 

(請勿填寫，由主

辦單位負責填寫) 

 

隊  名  

隊員資料 

姓名 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E-Mail 電話 

隊長 

請打

      

      

      

      

      

      

      

指導老師 (可 1~2 名，至少1名) 

姓名 學校名稱 科系 E-Mail 電話 

     

     

說明會暨培訓營 參加場次 (請勾選其一) 

  107年6月30日(六)  09:00 ~ 12:00  致理科技大學，預計參加          人 

  無法出席致理科大場次 (自行上網觀看課程影片)，但若有中部地區場次，會考慮參加 

  無法出席致理科大場次 (自行上網觀看課程影片)，但若有南部地區場次，會考慮參加 

  無法出席說明會暨培訓營 (自行上網觀看課程影片) 

 



學生證影本 

正面(隊員1) 反面(隊員1) 

正面(隊員2) 反面(隊員2) 

正面(隊員3) 反面(隊員3) 



正面(隊員4) 反面(隊員4) 

正面(隊員5) 反面(隊員5) 

正面(隊員6) 反面(隊員6) 



正面(隊員7) 反面(隊員7) 

 



2018 全國大專院校 海能量電商行銷實戰擂台競賽 

參賽聲明書 
 

一、本團隊保證於競賽期間，不作誇大不實、或有進行傳直銷、人頭行銷或任何非法手法行

銷。 

二、本團隊保證參賽之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

種自製內容無仿冒、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一

切法律上之責任，並遵守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三、本團隊如經入選決賽，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對決賽文案作品內容，進行公開展示、播放、

影像及圖文宣傳、攝影、下載傳輸、或出版品使用等相關行為之使用。 

四、本團隊將尊重評選團之決議，除能具體證明其他參賽團隊違反本競賽辦法相關規定外，

對於評審團所決議的獎項，不得有所異議。 

五、本團隊繳交文件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同意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核准參賽資格。 

六、本團隊同意主辦單位恪遵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暨相關法令之規定，可以蒐集、

處理及利用參賽團隊個人資料於本競賽各項業務執行，包括因業務執行所必須進行之各

項聯繫及通知。 

七、本團隊同意完成報名參加本競賽活動，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競賽辦法之各項規定與注意

事項。 

 

 

本人(隊長)                            經指導教授同意，謹代表全體組員簽署本參賽聲明書，本團隊將

以榮譽心積極參賽，且願意完全遵守本競賽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參賽 (隊伍代表者)同意簽署：                                               (簽名或簽章) 

 

 

指導教授同意簽署：                                                               (簽名或蓋章)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參賽團隊 獎項獎金/入圍獎金 代表受款帳戶與代扣稅金資料 

總行名稱   總行代碼  

帳號   

分行名稱   分行代碼  

存摺正面影本 

身分證 

正面影本 

身分證 

反面影本 



說明會暨培訓營課程內容 

日期/時間/地點 107年6月30日(六)  09:00 ~ 12:00  致理科技大學  (授課教室另行公布) 

(視報名狀況需要，若增加不同地區場次，將另行公布) 

課程大綱 1.『地球生命永續、生態淨化重建』專題演講 

2. 競賽規則說明 

3. 競賽行動電子商務平台操作與注意事項說明 

4. 意見交流 

課程講師 1. 海能量科技開發工業有限公司 陳環珠 總經理 

2. 致理科技大學 呂崇富 副教授 

預期效益 1. 建立『地球生命永續、生態淨化重建』觀念 

2. 了解競賽商品與規則 

3. 學會競賽行動電子商務平台操作 

備註：出席說明會暨培訓營課程者將可獲贈精美體驗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