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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元智大學創夢三部曲 

「夢想王」甄選簡章 

 

壹、 目的 

    為培養同學發掘夢想、探索個人興趣，進而引發創新創意思維，並為

未來的創業埋下種籽，故自 2018年起策辦「創夢三部曲」。本計畫希望透

過《首部曲》夢想論壇與尋夢工作坊、《二部曲》夢想王甄選、《三部曲》

圓夢旅程與成果競賽。「夢想王」甄選活動，希望能協助同學將夢想化為

具體且可執行之企劃，藉由公開發表歷程，以及學校提供圓夢基金的支持，

能勇敢實現夢想。 

貳、 主/承辦單位：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Youth青年志工大聯盟 

參、 甄選資格： 

一、 凡本校學生均可組隊參加，每組人數限 2-5 人。 

二、 團隊成員必須 107-1學期至少 1人仍在本校就學。 

三、 決選優勝團隊須配合參與 107年 10月份夢想成果發表競賽。 

肆、 報名日期與地點： 

一、 報名日期:107/4/30（一）至 107/5/11（五）17:00 止。 

二、 報名地點:備齊報名文件繳交至諮商與就業輔導組(活動中心三

樓 R8302)，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伍、 甄選程序: 

 

107/3/28、107/4/11、107/5/2 尋夢工作坊

107/4/30-5/11 初選收件

107/5/23 初選結果公告，至多入圍1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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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報名徵選文件: 

 繳交資料 說明 

(1) 「夢想王」甄選申請表(如附件一) 
請繳交書面、PDF 檔

及 Word檔各一份。 (2) 「夢想王」企劃書(如附件二) 

(3) 「夢想王」甄選活動切結書(如附件三) 每人一式二份。 

(4) 夢想影片宣言 
至多 3分鐘，可自由

繳交。 

柒、 甄選方式: 

一、 初選(書面審查) 

（一） 錄取組數:依繳交文件擇優入圍至多 15組，入圍名單將於創

夢三部曲官網(https://yzugoingdream.weebly.com)、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YZUGoInDream)公告。  

（二） 審查指標:將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針對

下列項目進行評選。 

專家學者審查項目 

項目 權重 說明 

企劃內容完整度 50% 

企劃整體內容依據附件二

(「夢想王」徵選企畫書說

明)所列各項完備與周詳程

107/6/6 決選，入圍團隊公開發表

107/6/13 圓夢授旗暨頒獎

107/6/20 圓夢旅程說明會

107/6－9月 圓夢旅程

107年10月 圓夢成果發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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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企劃可行性 30% 
依據企劃執行方式與資源可

達成圓夢目標之程度。 

預期效益 20% 
依據圓夢實踐歷程對個人或

他人影響之程度。 

額外加分項目 

項目 加分 說明 

參與尋夢工作坊
(3/28、4/11、5/2) 

1分 
(至多 3分) 

凡團體成員 1人以上參與任

一場尋夢工作坊，可加總分

1分，每隊至多加總分 3

分。 

繳交夢想宣言影片 5分 

凡團隊報名繳交夢想宣言影

片(3分鐘以內)者，可加總

分 5分。 

二、 決選: 

（一） 錄取組數:擇優至多錄取 6組。 

（二） 甄選方式:每組團隊公開發表 6~8分鐘。 

（三） 審查指標: 由專家學者與學生組成評審團，評選下列項目。 

項目 權重 說明 

初選(書面審查)總分 40% 
依初選審查結果調整權

重。 

簡報表

達力 

專家評審團 40% 依據簡報內容(50%)、表

達技巧(30%)、儀態台風

(20%)3項目評比。 學生評審團 20% 

捌、 獎勵辦法： 

一、 決選獲勝團隊，每隊可獲圓夢基金 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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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 107年 10月圓夢成果發表競賽，擇優依序給予獎勵。 

（1） 冠軍一組: 每隊 15,000元及每人獎狀乙張。 

（2） 亞軍一組: 每隊 10,000元及每人獎狀乙張。 

（3） 季軍一組: 每隊 5,000元及每人獎狀乙張。 

（4） 佳作三組: 每隊 2,000元及每人獎狀乙張。 

玖、 活動期程： 

項目 日期 地點 說明 

尋夢工作坊 I 

主題：圓夢企劃書撰寫 

107/3/28（三） 

12:10-14:00 
R3310 

凡團體成員一人以上參與

任一場尋夢工作坊，可加

總分 1分，每隊至多加總

分 3分。 尋夢工作坊Ⅱ 

主題：圓夢資源開發、

整合與運用 

107/4/11（三） 

12:10-14:00 
R3310 

尋夢工作坊Ⅲ 

主題：上班不要看，上

課不要鬧─youtuber 背

後的圓夢故事 

107/5/2（三） 

18:00-20:00 
R60312 

初選收件 107/4/30-5/11 諮就組 
缺件、資料不全、格式不符

或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 

初選結果公告 107/5/23(三) 
創夢三部曲官網

／FB粉專 

 

「夢想宣言」頻道 107/5/15-5/30 

YouTube 

創夢三部曲官網

／FB粉專 

至多 3分鐘，列入初選加

分，加總分 5分。 

「夢想王」決選 
107/6/6（三） 

18:30-21:00 
有庠廳 

1. 邀請初賽入圍團隊，進

行公開發表及評選。 

2. 每組簡報 6~8分鐘。 

圓夢授旗暨頒獎 
107/6/13(三) 

12:10-14:00 
環瑯書屋天河店 

邀請校長、學務長等師長

為決選優勝團隊頒獎及授

旗。 

圓夢旅程 107/6－9月 

圓夢成果發表競賽 107年 10月 另行公告 執行方式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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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執行注意事項: 

1. 決選優勝團隊所提企劃內容應於 107年 6月至 9月間執行完畢。 

2. 107年 6月 30日前核撥第一階段圓夢基金 40,000元；於 107年

10月 20日前繳交成果資料後(包含書面成果報告及影音資料)，另

核撥第二階段圓夢基金 10,000元。 

3. 圓夢內容涉及旅行計畫，團隊應自行向保險公司投保 200萬(含)

以上之旅行平安險，並於請領第二階段圓夢基金時，檢附保單收

據。 

4. 主辦單位得視下列事由酌予扣減圓夢基金或追繳圓夢基金，情節

重大者，得取消入選資格。 

（1） 未於企劃期程結束依規定繳交指定之成果資料。 

（2） 企劃內容未執行完畢。 

（3） 未經主辦單位核可，擅自變更企畫執行內容。 

5. 凡參加「夢想王」甄選者視同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

保留活動調整之權利，如有變動以修訂公告為主。 

6. 本簡章及相關訊息登載於下列官網及粉絲專頁，洽詢方式: 

（1） 創夢三部曲官網: https://yzugoingdream.weebly.com/ 

（2） FB粉絲專頁:搜尋「創夢三部曲」。 

（3） 03-4638800 分機 2845張明惠 老師。 

（4） 03-4638800 分機 2878陳新霖 老師。 

 
  

https://yzugoingdream.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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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元智大學「夢想王」甄選申請表 

報名團隊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夢想王」團隊名稱  

(隊長) 姓 名  □男    □女 86年 6月 30 日後出生 是□ 否□ 

學  號 
 

 
系 級 

 

 
行動電話  

E-Mail  

緊急連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隊 

員 

資 

料 

姓    名：                    

行動電話：                    

系級：             

學號：___________ 

 86年 6月 30日後出生 

      是□ 否□ 

姓    名：                    

行動電話：                    

系級：             

學號：___________ 

 86年 6月 30日後出生 

      是□ 否□ 

姓    名：                    

行動電話：                    

系級：             

學號：___________ 

 86年 6月 30日後出生 

      是□ 否□ 

姓    名：                    

行動電話：                    

系級：             

學號：___________ 

 86年 6月 30日後出生 

      是□ 否□ 

甄選企劃 

文件檢核 

確認文件繳交，請勾選已繳交文件： 

□甄選申請表(書面) 

□企劃書 (書面)  

□甄選申請表及企劃書（電子檔，Word與 PDF檔各 1份） 

□甄選活動切結書（共＿＿＿＿份）  

加分檢核： 

□繳交夢想影片宣言（自由繳交，3分鐘以內） 

□參與尋夢工作坊(□3/28 □4/11 □5/2) 

 

 

收件編號：   收件日期：     

收件人簽名：        

（收件單位填寫） 



7 
 

附件二 

「夢想王」徵選企畫書格式說明 

 

一、 企畫書須以 Word製作，版面設計風格不拘，報名繳交文件須另轉

存 PDF檔及輸出彩色書面資料一份。 

二、 所繳交企畫書，須清楚表達且涵蓋下列項目: 

（1） 團隊名稱 

（2） 企畫發想(包含動機及目的) 

（3） 實施期程及進度表 

（4） 執行方式（如地點、對象、事前規劃準備、執行安排與過程等） 

（5） 資源募集與應用(含預算收支規劃、資源運用方式等) 

（6） 預期效益 

（7） 其他：請自行延伸撰擬，如有相關附件亦可放置於企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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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8 元智大學「夢想王」甄選活動切結書 

團隊名稱                                  （以下簡稱本團隊） 

申請元智大學創夢三部曲－「夢想王」甄選，本人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1. 本團隊參與成員至少有 1人 107-1學期仍在本校就學。 

2. 決選優勝團隊所提企劃內容，應於 107年 6月至 9月間執行完

畢，且於 107年 10月 20日前繳交成果資料，以及出席成果發表

競賽。 

3. 若圓夢旅程期間經費不足應自行代墊所需經費。 

4. 若團隊成員或企劃內容需異動，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均應徵得主

辦單位核可後方得變更執行。 

5. 未依規定執行、擅自變更企劃內容或未繳交成果資料者，主辦單

位得視情節酌予扣減或追繳圓夢基金，情節重大者得取消入選資格。  

6. 企劃執行期間應遵守相關法規及安全原則，若涉及旅行計畫，應

自行全程投保 200萬(含)以上旅行平安險。 

7. 企劃執行內容若有涉及公益募款行為，應依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 

8. 甄選文件均不退件，決選優勝團隊，其文件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

歸團隊所有，但同意無償授權本校使用於非營利用途。 

9.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個

人資料。 

此致，元智大學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切結簽署人 

    姓名:                   （簽章） 

 系級：                       學號: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未滿 20歲須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  

    中 華 名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