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TiC100 社會創業競賽
辦法

◆指導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贊助單位 研華文教基金會
◆主辦單位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協辦單位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學程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命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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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TiC100 社會創新創業競賽在於將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創業行動結合，透過有志夥伴
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2015 年起開始舉辦社區(群)創業競賽，由經驗業師帶
領學生參與，2016 年著重在社區計畫的落實與永續-深耕社區、創業亮點。2018
持續以"社區"和"社會議題"為主題之社會創業競賽。
TiC100 社會創業競賽這幾年開放社會層次一起共同參與，因為社會創業需要理念
及對一些社會智能體悟的了解加入，讓創業計畫更成熟更可行，所以我們長期作
社會創業的一個支持，是我們的社會共識，每一次競賽都為社會埋下一些社會的
種子。

規畫
尋找夥伴
發現問題

TiC100 社會
創業夢想

行動
進駐與解決
問題

紮根
發展社企永
續經營

國際
推廣

◆競賽主題
一、社區創業：以國內外特定社區為標的，從在地服務中尋找創新創業機會，
為創業組織及社區成員帶入在地經濟。
二、社會議題：以社會中普遍化存在之公共議題（如海洋生態、中輟生教育
等、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等等…），非以社區為標的，從議題
的活動參與中尋找到創新創業機會，為組織建立永續經營。
新的提案計畫或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創業團隊皆可參加，依競賽辦法同步進行各階
段相關作業繳交。進行中的社會創業團隊，報名提案時，內容需包含已進行的創
業簡介。

◆報名資格
一、團隊成員最少2人，上限5人。
二、團隊需年滿18歲之學生或社會人士皆可，不限國別。
三、每位參賽者限參加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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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團隊成員在競賽期間皆為學生，團隊可自由再邀請一位業師參賽，業師
除學生外，其職業不限，每位業師最多指導兩個參賽團隊。
五、社區創業已進行或正在進行中之創業計畫並可在本競賽時間內
（2017/12/18-2018/06/30）持續執行的團隊也可報名參加。
2015~2017年TiC100社會創業競賽之決賽得獎計畫除外。

◆時程規畫

公告

報名提案

2017/

2017/12/01

11/20

工作坊

計畫執行

決賽

2018/

2018/02/05

2018/

03/03

~05/13

06/30

~
2018/01/21

初審

複審

2018/01/22~02/04

2018/05/14~05/27

02/05 公布入圍

活動
公告

05/28 公布入圍

日期
2017/11/20

說明
競賽相關訊息公告於官網
http://www.tic100se.com

報名與繳交提 2017/12/01~
案

2018/01/21

1. 線上報名。1 月 21 日前依報名
資格組成團隊完成線上報名和
繳交社會創業提案書。

截止日期：
2018/01/21 ，24:00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puT3maMzELGrs
ell2

初審

2018/01/22-02/04

（書面審查） ★02/05 公布入圍複賽團隊

2. 繳交提案(依附件一規格)
繳交創業提案書，內容如附件
一將創
業提案書電子檔寄至
tic100se@gmail.com 信箱。
書審團隊提案內容：評審標準如評
審辦法。預計評選出提案可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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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進入複賽。
社會創業工作 2018/03/03

1. 參加者為入圍複賽團隊，主辦
單位將邀請各領域專業的企業

坊

與學者位給予團隊研習課程。
2. 各組團隊需派代表參加。
計畫執行

2018/02/05~05/13 繳交計畫

1. 02 月 05 日公告入圍複賽組
別，團隊即可開始進行與執行

截止繳交日期：

為期近 3 個月的社會創業實作

2018/05/13 ，24:00

（或原已進行中的持續進行）
。
2. 實作過程不限任何形式，以落
實各隊提案內容及創新價值為
目標，用商業模式進行社會創
業進而發展社會企業。
3. 團隊以文字與影片作相關記
錄，記錄為 2 月-5 月間的執行
狀況，原已創業團隊須包含
2-5 月間的執行紀錄。

複審

2018/05/14-05/27

1. 團隊於 05 月 13 日前依規定繳
交

（書面審查）
★05/28 公布進入圍決賽團隊

A: 『成效報告』電子檔，內容如
附件二。
B: 『成果紀錄影片』5 分鐘，影
片需於成效報告中附上網站連
結，在 05/14-05/27 間開放予主
辦單位及評審可直接於網路觀看。
2. 此階段將邀請各領域評審作書
面審查，評分依評審辦法進行。
3.兩主題入選隊伍每隊獎金 1 萬
元。
4.評選出的團隊將進入決賽。

決賽
（現場簡報）

2018/06/30

1. 決賽，團隊全員參加。
2. 評分內容依評選辦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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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主題共評選出 6 團隊，每隊
10 萬元獎金。
4. 決賽團隊將有機會接受採訪報
導及進行各項合作媒合機會。

◆評選辦法
一、初審評分標準（提案）：
1.社區/社會議題參與深入性
2.解決構想具體性
3.商業與社會構想關聯性
4.行動方案可行性
二、複審評分標準（計畫執行）：
1. 解決構想具體性(25%)
2. 商業與社會構想關聯性(25%)
3. 創業內容與社區/社會需求密合性(25%)
4. 社會創業資源獲取與使用(25%)
三、決賽發表
1.社會問題改善：20%（獨特價值、社會企業價值）
2.社會行動力：20%（社區服務或經營行為等相關活動）
3.社會資源整合程度：20%（外部資源連結、內部關鍵資源）
4.社會創業永續模式：20%（商業模式、經營設計、環境資源保育、社區
分享）
5.團隊簡報、影片與 Q&A：20%（成果展現、簡報呈現、Q&A 回應）

◆ 獎項
一、獎金
1. 複審：兩主題評選出 10~16 隊，每隊獎金 1 萬元(得缺額)。
2. 決賽：兩主題共評選出 6 團隊，每隊 10 萬元獎金(得缺額)。
二、媒體報導
入圍決賽團隊由生命力新聞評選數隊接受採訪及報導。

◆參賽聲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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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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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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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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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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模式或影片等，無論為何種形式，需無償授權予委員會可公開使用於推廣
創新創業教育等非營利之用途。
四、針對合作企業有保密需求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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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可公開告知部份或公開使用之起始時間，委
員會得依實際情形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五、各階段競賽所獲得獎金得依評審決議從缺或並列之，並依中華民國稅法扣
稅，各項匯款如因銀行別不同，所產生的手續費由團隊負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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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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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人員反應，尋求解
決，不應未釐清事實前有任何詆毀TiC100之情事發生。
八、本競賽活動顧問：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蔡適陽顧問。
九、本競賽活動所有相關訊息以官網 http://www.tic100se.com

公告為主。

◆TiC100社會創業平台網站與服務窗口
一、官網平台:

http://www.tic100se.com

二、2018TiC100社會創業競賽服務窗口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Tel:

02-2258-0507

Email: tic100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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