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第一屆全國「Jolly Cup 發笑杯」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辦法

競賽目的

為提高「Jolly Cup 發笑杯」的應用層面，促進紙杯產品的服務創新創業，特
於 2016 年舉辦第一屆全國「Jolly Cup 發笑杯應用」競賽活動。此競賽活動主
要效益在於鼓勵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激發創新創意，以提出具商業價值的發笑
杯應用之創新服務商業模式，並為學生創新團隊與發笑杯廠商創造雙贏局面。

「Jolly Cup 發笑杯」是由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並具有近 100
國發明專利的紙杯產品。發笑杯主要特色功能如下：(1) 內層具有「保味」
、
「耐
Jolly Cup 發
高溫」
、
「耐酸鹼」
、
「無毒」
、
「無塑化劑」等特色；(2) 外層具有「保溫」
、
「保
笑杯特色功能
冰」、「3D 立體絨毛的隔熱防燙」之功效；(3) 可盛裝-20℃至 120℃的食材或
飲品；(4) 並且「可微波」。
指導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院、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

協辦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發處、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餐飲管理系、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東海大學餐
飲管理學系、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金系、台灣首府大
學休閒資訊管理學系、嘉南藥理大學生活應用與保健系、南台科技大學應用
日語系、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B 粉絲專頁
參賽資格

https://www.facebook.com/2016JCIC/home
一、所有隊伍成員須為中華民國教育部立案之大專院校學生 (含碩、博士生)。
二、指導老師須具備大專院校之教職資格。
一、每隊以 4 人為一組組隊參賽 (含指導老師共 5 人)，可跨校組隊。每隊應
推派 1 位成員擔任領隊並統籌相關事宜，以領隊所屬學校為團隊代表學
校。每隊需聘請 1 位指導老師。
二、競賽主題共有兩大項：
(一) 「Jolly Cup 發笑杯」之創新服務應用：競賽隊伍可將「發笑杯」應用到
不同的食材上，創造出另一項新服務商品。例如，「發笑杯+茶葉」包裝

報名方式和
競賽流程

成一個即時沖泡茶飲便產生一項創新服務商品。
(二) 「Jolly Cup 發笑杯紙材」之創新應用 (以環境保護訴求為佳)：由於發笑
杯所用之「紙材」具有特殊功能，例如「保味」
、
「耐高溫」
、
「耐酸鹼」、
「無毒」
、
「無塑化劑」
、
「保溫」
、
「保冰」
、
「3D 立體絨毛的隔熱防燙」
、
「可
微波」等，競賽隊伍可利用上述功能進行不同產品應用開發，如能帶入
以「環境保護」為訴求的創新產品開發為佳。例如，發笑杯的紙材可應
用在居家房屋的「壁紙」上，便可產生減少冷氣用電的環保效益，發笑
杯的 3D 立體絨毛亦可產生壁紙的藝術美感。又例如，可利用發笑杯紙
材的「可微波」之特性，開發出可重複使用的環保暖暖包 (內容物為可
微波的白米或紅豆)。
三 、 上 網 登 入 報 名 完 成 後 ， 參 賽 團 隊 需 先 至 活 動 網 站
http://www.finance.nkfust.edu.tw/files/87-1035-597.php?Lang=zh-tw 填寫團隊資

料。上傳繳交「創新營運計劃書」，內容如下 (15 頁 A4 為限)：
第一章創新服務構想與產品背景分析
第二章產品服務內容：產品與服務內容、營運模式、營收模式
第三章市場與競爭分析：市場規模分析、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行銷策略：目標消費族群、行銷策略
第五章財務計畫：資金來源說明、預估損益表、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投資效益與風險分析：效益說明、潛在風險
第七章營運計畫之結論
第八章參考資料與附件
第九章補充資料或證明文件
四、初賽：由評審委員依參賽隊伍所繳交創新營運計劃書進行評選，通過後
進入決賽。
五、決賽：通過初賽之參賽隊伍於決賽當天繳交簡報 PPT 檔，並於決賽現場
簡報與展示、問題答詢。
一、評選委員：由承辦單位遴聘國內廠商專家、學術單位或創業家組成評選

評選方式

委員會，負責評選作業 (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高階主管為其中一
位當然評選委員)。
二、評分標準：
(一) 初賽：創意創新 40%、創新營運計劃書 30%、可執行性 15%、市場潛力
15%。
(二) 決賽：簡報表現 30%、商業效益 30%、創意創新 20%、創業熱情 20%。

競賽獎勵

一、得獎隊伍之獎狀與獎金頒發原則說明如下：
金牌獎 1 隊：獎金新臺幣參萬元和貳萬元等值商品、指導老師與每位隊員獎
狀乙紙。
銀牌獎 1 隊：獎金新臺幣貳萬元和壹萬元等值商品、指導老師與每位隊員獎
狀乙紙。
銅牌獎 1 隊：獎金新臺幣伍仟元和伍仟元等值商品、指導老師與每位隊員獎
狀乙紙。
優等獎 7 隊：獎金新臺幣參仟元和貳仟元等值商品、指導老師與每位隊員獎
狀乙紙。
二、得獎作品隊數及獎項，主辦單位具有權利依各組隊數與作品優良情形議
定，必要時可從缺、調整或增加。
三、具有指導單位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學生學籍之參賽得獎隊伍，每一隊
將額外獲得新臺幣壹萬元獎勵金 (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發處核發)。

一、初賽報名收件日期：2016.09.14 (三) 中午 12:00 至 2016.10.05 (三) 午夜
12:00 止。
初賽方式與重 二、初賽審查結果公告日期：2016.10.12 (三)。
要日期
三、參
賽
團
隊
請
至
活
動
網
站
http://www.finance.nkfust.edu.tw/files/87-1035-597.php?Lang=zh-tw 填寫團
隊資料，完成報名程序，並上傳「創新營運計劃書」電子檔 (PDF 檔一

份)。
四、每一隊參賽報名費共計 500 元 (用以索取 500 個發笑杯，以利參賽隊伍
創意發想與實驗試做，其中郵資由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五、報名費匯款資料：
(1) 銀行代碼：011-0417
(2) 銀行名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里分行
(3) 戶名：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帳號：411-020000-17337
(5) 如有匯款問題，請洽晉兆公司會計人員賴小姐 (04-23597908#203)
六、請將報名費匯款紀錄單連同創新營運計劃書上傳至報名網頁。
一、決賽日期與時間：2016.10.21 (五) 上午 10:00 開始。
決賽方式與重 二、決賽地點：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金學院實習金控中心。
要日期
三、決賽進行方式：參賽隊伍口頭報告 10 分鐘；評審提問與答詢 7 分鐘。參
賽隊伍請於決賽當天攜帶 PPT 電子檔繳交。
一、參賽隊伍未依規定繳交各項參賽文件及相關資料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
參賽資格。
二、為強調本競賽之公平性，參賽隊伍於參賽書面 (包含簡報檔案)、決賽口
頭報告、及參賽服裝等，均不得使用學校系所標誌、提及學校系所及任何可
供辨識參賽者身分的資料，違者由主辦單位及評審會議認定並扣分處理。

注意事項

三、參賽作品如有接受國內外各機構經費補助者，請於初賽時，另紙敘明補
助單位及補助金額，並另外上傳此頁檔案。
四、參賽作品應確由參賽隊員自行創作，不得有抄襲或代勞情事，或涉著作
權、專利權及其他權利之侵害，參賽者若違反相關規定，應自負相關法律責
任；又若經檢舉、告發或查證屬實，將取消其參賽資格、得獎資格，並追回
所得獎項。如涉有爭議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法律責任，概由參賽團隊負全責，
與主辦單位無關。如造成主辦單位或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團隊需自行承
擔並負相關賠償責任，不得異議。
五、參賽隊伍如有隊員或指導教授異動，須於截止收件日後一週以內，由隊
長擬具申請書及切結書，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
六、獲獎隊伍將個別通知並於活動網站公告之，未獲獎者不另行通知。
七、參賽隊伍如違反本競賽辦法之相關規定，將取消其參賽資格，如已獲獎，
則撤銷獲得之獎項，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八、獲獎參賽作品及創新營運計劃書內容，參賽者同意無償、不限時間、次
數，授權主辦單位或主辦單位所指定之第三人，作為推廣、學校教學教材等
非營利使用，並依其需要進行改作、重製、散布、發行或公開展示等。參賽
者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人格權(包括專利及著
作人格權)。
九、贊助單位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有第一順位與參賽隊伍商研參賽
作品之商業合作機會。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於競賽網站。

2016 第一屆全國「Jolly Cup 發笑杯」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活動時程表
日期
2016.09.14 (三)

重要事項
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2016.09.14 (三)

初賽報名收件啟動

2016.10.05 (三)

初賽收件截止

2016.10.12 (三)

初賽審查結果公告

2016.10.21 (五)

決賽日期

說明
1. 邀請晉兆公司至本校進行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
2. 布條製作與場地布置。
1. 請佩吟完成競賽報名網頁。
2. 邀請 5 位初賽評審。

1. 邀請林楚雄院長致詞。
2. 邀請張文靜董事長致詞。
3. 邀請 5 位決賽評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