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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台灣尤努斯創新獎 
The 1st Taiwan Yunus Social Business Innovation Awards 

 

為發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博士三零願景-零貧窮、零失業、零淨碳排放，並鼓勵
青年發揮創新創意以社會企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本會辦理「第一屆台灣尤努斯創新

獎」以獎勵擁有創新模式之社會型企業創意創新提案 

 

一、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Yunus Centre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 

3. 協辦單位：長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高雄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金門大學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尤努斯社會

企業中心、東吳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中原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國立東華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

中心、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4. 協力夥伴：（邀請中） 

5. 媒體夥伴：（邀請中） 

 

二、參賽資格 

1. 18 至 40 歲，不限國籍，學生與社會大眾皆可報名。 

2. 以團隊方式報名參加，每團隊成員 1~5 人，且推派 1 人為團隊聯絡人；同一人以參加一隊為

限。 

3. 如有以下情事，該隊伍將喪失參賽資格： 

(1) 團隊中之成員同時參加多隊，所屬之隊伍皆將取消資格。 

(2) 團隊之提案，為已成立公司之預計或實際營運計畫。 

(3) 團隊提供之資料不屬實或是偽造資料證明等。 

(4) 團隊成員為本活動主辦單位之員工或直系親屬。 

 

三、活動期程  

1.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21/6/10（四） (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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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賽-書面審查結果公告：2021/6/30（三）於本會官網公告 。 

3. 北、中、南區複賽日期與地點： 

（1） 北區：2021/7/15（四） 

            臺北商業大學ＯＯ教室  (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  

（2） 中區：2021/7/22（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ＯＯ教室（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3） 南區：2021/7/29（四） 

            長榮大學ＯＯ教室（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4. 總決賽名單公告：2021/8/3（二） 

5. 提供業師輔導諮詢：2021/8/4（三）~2021/8/31（二） 

6. 總決賽日期與地點：擬於 2021/9/23（四）或 2021/9/24（五）(暫定) 

 

 

四、競賽辦法 

1. 報名團隊填寫報名表及提案計畫書（請參照附件之格式及說明），並於報名期間截止前，以書

面(報名表及提案計畫書)方式寄至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10595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2 號 4 樓 (以郵戳為憑)。主辦單位確認收件後，將於官方網站公布參賽隊伍名單，始正式完

成報名。 

2. 初賽： 

（1） 進行方式：由本基金會之評審團隊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2） 評選項目與權重： 

 項目 權重 

A 符合尤努斯社會型企業七大原則 20% 

B 商業模式 30% 

C 社會預期效益及影響力  20% 

D 創新程度 20% 

E 提案資料完整度 10% 

註 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可參考 https://sdgs.un.org/goals 

註 2: 尤努斯社會型企業七大原則為: 

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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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會企業的目標是以解決社會問題，例如貧窮、教育、健康、科技、環境等，而不以極

大化企業利潤為目標。 

ii. 社會企業應確保其財務及營運能夠永續經營。 

iii. 社會企業的投資者只取回其投資資本，而不會有超過其投資額的分紅。 

iv. 利潤用來擴展業務或改善企業營運。 

v. 社會企業應具備環境保護的意識。 

vi. 社會企業的員工以市場相同標準的薪酬，但在較好的工作環境上班。 

vii. 社會企業的員工以開心的心情與正面的態度工作。 

 

3. 複賽： 

（1） 進行方式：報名團隊分別在北區、中區、南區進行簡報，由本基金會邀集產官學界專業

人士，組成評審團隊；報名隊伍最遲須於複賽日期之兩個工作天以前，繳交簡報檔案

（限中文或英文）；複賽當天報名隊伍須派代表，進行提案簡報( 10 分鐘)，並針對評審

團隊之提問進行回應（10 分鐘）。 

（2） 評選指標與權重： 

 項目 權重 

A 商業模式之完整性與可行程度 25% 

B 社會預期效益及影響力 20% 

C 營運獲利模式及財務永續性 20% 

D 創新程度 15% 

E 員工與就業環境（員工待遇規劃、環保意識、性別平等） 10% 

F 企畫簡報之呈現與臨場回應 10% 

（3） 各分區複賽所獲評分較高之團隊，將由評審團隊推薦進入總決賽（各區預計 5 隊，得不

足額推薦）；未進入總決賽之隊伍，將頒給參賽證明。 

（4） 業師諮詢與輔導： 

i. 由評審團隊推薦進入總決賽之團隊，主辦單位將協助媒合業師。 

ii. 團隊可獲得專屬業師之實體諮詢輔導 1 次 2 小時，協助團隊精進提案。 

 

4. 總決賽： 

（1） 進行方式：報名隊伍須於總決賽一周前繳交簡報檔案（中文與英文版各一）；總決賽當

天團隊成員須全員出席（若未能全員出席，在評選項目中會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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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提案簡報：由尤努斯基金會人員及產官學界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隊。進行

中文提案簡報 8 分鐘，並進行 6 分鐘評審提問回應。 

ii. 英文提案簡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博士擔任特別評審，報名隊伍以英文進

行 3 分鐘簡報，預計 2 分鐘以英文與尤努斯博士進行問答。(配合尤努斯博士的

時間與方式進行) 

 

（2） 評選指標與權重： 

 項目 權重 

A 商業模式之完整性與可行程度 25% 

B 社會預期效益及影響力 20% 

C 營運獲利模式及財務永續性 20% 

D 創新程度 15% 

E 員工與就業環境 10% 

F 企畫簡報之呈現、團隊向心力與實現計畫之決心 10% 

（3） 依照評分，將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優等獎、佳作獎，並於賽後當天接續進行

頒獎典禮。 

 

五、競賽獎項 

1. 第一名：獎金 新台幣 15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1 隊） 

2. 第二名：獎金 新台幣 8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1 隊） 

3. 第三名：獎金 新台幣 5 萬元、獎狀 1 紙、獎盃 1 座。（1 隊） 

4. 優等獎：獎金 新台幣 2 萬 5 千元、獎狀 1 紙。（2 隊） 

5. 佳作獎：獎金 新台幣 1 萬元、獎狀 1 紙。（2 隊） 

※ 總決賽得獎者（共七組）將獲得基金會「尤努斯青年創輔培力計畫」申請資格，申請獲准者除

可獲得基金會輔導外，尚可獲得創業投資或補助金額 50 至 200 萬元。 

   ※ 上述得獎團隊，獎金皆需依中華民國法定稅率，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所得稅。  

   ※ 獲獎團隊將於總決賽當日，現場簽收獎金領據及獎金，請入圍團隊務必攜帶個人身份證件赴會。 

 ※ 獲獎者由評審議定，獎項得以「從缺」辦理。 

 

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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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報名者不符報名資格，恕不逐一回覆通知，所繳交之相關文件與資料概不退件。 

2. 如報名隊伍所提之計畫書內容須作變更修正，得於報名截止時間前補齊（主辦單位以郵戳之寄

出時間為準）。 

3. 入圍分區複賽與總決賽之團隊，主辦單位皆會於官方網站公布。主辦單位有權向團隊索取必要

之證明文件，團隊須提供上述文件，以供查驗團隊是否符合參賽資格。若團隊拒絕提供，視同

失去入圍資格。 

4. 報名隊伍如有發生違反競賽精神或規則之情事，或計畫內容有抄襲或節錄他人智財之實，主辦

單位保有取消參賽資格之權利。 

5. 報名隊伍若在他處已取得部分補助，或參與其他競賽活動獲得名次者，均需事先主動揭露，以

供主辦單位及評審團隊參考。 

6. 主辦單位有權保留任何參賽隊伍之得分成績，參賽者不得異議。 

7. 報名團隊於競賽活動期間所提供之參賽資料內容，主辦單位擁有公開使用於社會型企業推廣及

教育等非營利用途上之權利，前述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文字、影音、簡報…等。 

8. 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包含足以識別個人姓名、

行動電話、電子郵件地址與地址等資訊。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將僅限本次活動

之用，以維護參加者權益。參加者參與本活動，即同意相關個人資訊由主辦單位於活動範圍內

進行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但不做其他用途，參加者並授權主辦單位公開公布姓名。參加者

得向主辦單位隨時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收集、處理

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參加者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但若無完整的資料，參加者將無

法參加本活動。參加者一旦參加此活動，將視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蒐集、處理與利用參加者參

加活動時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資料利用期間為本活動期間及本活動辦理完畢為止，利用地區為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台澎金馬)及孟加拉。 

9. 主辦單位在法律許可範圍内，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延期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並

以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公告為準（https://www.yunustw.org）。倘若活動因故無法進行，主辦

單位將即時公告於官方網站，並有權決定修改、暫停或取消本次活動。 

10. 獲獎隊伍於兩年內，有配合主辦單位接受媒體採訪、活動報告分享(至少 2 次)之義務。 

11.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報名參賽之隊伍，皆視為已詳閱所有注意事項並表示

同意。 

12.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 謝小姐 02-2713-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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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台灣尤努斯創新獎 

1st Yunus Social Business Innovation Awards 
 

提案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隊伍名稱 

Team Name 
 

提案名稱 

Proposal Name 
 

團隊類型 

Team Type 
□ 學生團隊 □ 社會青年團隊 □ 學生與社會青年混合團隊 

姓名 Name 現職 Current Job 

*學生請附就讀校系與年級 

聯絡電話 

Phon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年齡 Age LINE ID 

團隊代表人 Team leader 

 
 

  

  

團隊成員 Member 

 
 

  

  

團隊成員 Member 

 
 

  

  

團隊成員 Member 

 
 

  

  

團隊成員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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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台灣尤努斯創新獎計畫書摘要】 
 

請扼要概述計畫內容(不要超過一頁) 

 

 

基本資料 內容說明 

隊名  

創業計畫名稱  

公司願景使命及目標  

想解決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創新商業模式 
 

預期社會效益及社會影響力  

人力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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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台灣尤努斯創新獎 

The 1st Taiwan Yunus Social Business Innovation Awards 
 

提案計畫書 

計劃書呈現方式不限，惟須包含下列元素： 

1. 請描述想解決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範例:孟加拉地區管井被砷汙染，村民面臨罹患砷毒的威脅。村民長期缺乏安全的飲用水，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2. 公司目標、使命及願景: 

範例: 

目標: 興建一座每日提供 9000 公升安全飲用水，供受影響的居民使用的水廠。這家公司將以社會型企業形態營運，也

就是說，所有利潤將再投資於擴張業務，以服務其他受汙染影響的村莊。 

使命: xx 村村民以及 xx 鄰近四個村莊都將取得安全的飲用水 。 

願景: 公司的目標是未來 5 年內 再增設一座水處理廠 提供安全飲用水給另外十座村莊。 

 

3. 創新商業模式: 

→預計用什麼商業模式(產品或服務)，來解決前述的社會問題，同時有創造利潤與

自給自足之能力 

範例:既然管井已被汙染，創業者決定興建一家水處理廠。創業者評估飲用水要給三千民眾，每人每天需要三公升飲

用水，有七十%的客群屬於貧窮階級，而剩下的客群是中等收入族群。 

→有沒有其他公司經營類似業務 

範例:xx 水公司也在解決相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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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期社會效益及社會影響力: 

    (1)哪些利害關係人(直接/間接)，會因團隊所執行的計畫，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2)預期藉由計畫，能讓上述利害關係人產生怎樣的改變？如何衡量與呈現？ 

    (3)此計畫最終要解決社會問題 

範例:首先砷汙染地區的民眾可以得到安全的飲用水，此外；每天有 3000 人可以取得足， 夠安全引用水，窮人可以以

最低價各取得這些水。另外，水處理場還創造了四個就業機會，讓這些人在未來可以自給自足。 

 

5. 財務永續性規劃: 計畫規模與預算、資金來源、成本與價格、財務預測) 

範例: xxx 公司將在未來 5 年再創造另外 8 個就業機會 並將安全飲用水提供給另外 4000 名村民。 而本計畫的財務永

續性，淨利每年維持正向。 

6. 人力規劃（團隊成員之個人介紹、現職、過往經驗） 
 

【備註】 

● 提案計劃書之文字內容，請依照 A4 大小、直式排版、橫書（由左至右撰寫），內文字體 12 pt、

微軟正黑體字體之規格進行排版，並編頁碼。 

● 參考文獻與圖片請務必備註資料來源。 

● 若有其他能輔助呈現計畫成效之附件，亦可一併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