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正新瑪吉斯 

第十七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競賽規則 
壹、 報名相關規定： 

一、 自今年度起，報名資料全面改用事先線上報名再郵寄資料，郵寄切

結書、授權同意書、報名表以及一片附檔光碟，網路報名截止日期為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網路公告各組報名編號為民國一百零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郵寄期間為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三日至民國一百

零三年三月八日，郵寄資料(切結書、授權同意書、報名表以及一片附

檔光碟)以當日郵戳為憑，逾期將不受理。 

二、 報名費：網路線上報名成功並且通過各類組規格審查之組別，請於

繳費期間(3/14~3/21)，繳納報名費 800 元以進入初審。繳納方式：請

將報名費以現金袋方式寄至下列地址。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籌備委員會」 

三、 報名資格：本競賽之參賽人員以管理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及專科部

四、五年級的學生為主。 

四、 一組人數以不超過 6 人為限，請參賽者先至

http://www.mba.yuntech.edu.tw/13sobp/blog.html 線上報名，報名成功

後，本單位將於每周一晚上八點於網站上公布各組報名成功之組別，另

外將於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早上十點於網站上公布各組別編

碼，請將您的編碼註明至光碟封面、PDF 檔及 PPT 檔檔名(範例詳見第

五點規定)，若無線上報名者即無法取得報名編號。 

五、 專題類組共有十個類組，分別為： 

A. 行銷策略管理類 F. 國際企業類 

B. 消費者行為研究類 G. 生產製造與科技管理類 

C. 財務管理類 H. 創業企劃類 

D. 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類 I . 資訊管理類 

E. 經營策略類 J . 其他管理領域類 

主辦單位保留參賽類組分類、併組與增加該類組佳作名次之權力。詳細

專題類組分類說明請上｢2014 正新瑪吉斯第十七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

專題競賽｣網站查詢。網站：

http://www.mba.yuntech.edu.tw/13sobp/index.htm 

六、 寄送文件及附檔光碟注意事項：(本大會將會嚴格執行格式之控

管，請參賽者確實遵守規定，否則將影響整體成績。) 

http://www.mba.yuntech.edu.tw/13sobp/bl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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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寄送文件請使用牛皮紙袋 9K(190*245mm)裝袋 

2. 附檔光碟請置於光碟套內 

3. 光碟封面要求：為避免建檔錯誤，請依照要求書寫於光碟封面。 

• 封面格式：【編號】專題名稱-論文 

例：【B2】校園合作社市場分析報告-論文 

4. 光碟資料包含以下兩項： 

(1) PDF 檔要求：基於競賽之公平原則，勿於封面及內文提
示學校科系及指導老師名稱，為大會建檔及論文輸出

交予評審評分專用檔。 

• PDF 檔論文檔名：【編號】專題名稱-論文.pdf 

例：【B2】校園合作社市場分析報告-論文.pdf 

(2) 簡報檔(ppt)要求：基於競賽之公平原則，勿於封面及內文
提示學校科系及指導老師名稱，為論文競賽時，發表

專用。 

• 簡報檔名：【編號】專題名稱-簡報.ppt 

例：【B2】校園合作社市場分析報告-簡報.ppt 

七、 競賽日程： 

事項 時間 

網路報名期間 01/07(一)~2/24 (一)止 

網站公告各組報名編號 2/27(四) 

寄送報名文件及論文光碟 3/03(一)~3/08(六)止 

規格審查 3/10(一)~3/12(三) 

網站公佈通過規格審查各類組參賽名單 3/14(五) 

繳交報名費 3/14(五)~3/21(五) 

初賽審查 3/24(一)~4/07(一) 

網站公佈通過初審各類組參賽名單 4/11(五) 

複賽審查 4/14(一)~4/28(一) 

網站公佈各類組決賽名單 5/09(五) 

網站公佈比賽方法及地點時間 5/09(五) 

決賽日期 5/25(日) 

網站公佈各類組得獎名單 5/25(日) 



 

註：實際日程如有異動以網站公告為主 

八、 決賽獎項： 

1. 各類組設有第一、二、三名及佳作三名，前三名將頒發獎狀乙張及禮
券；佳作三名頒發獎狀乙張。 

※因顧及比賽報名組數之變異，以上獎項名額，主辦單位保留最後調整

之決定權，會另行於網站公告，請大家務必隨時注意網站資訊。 

九、 注意事項： 

1. 指導老師、參賽學生一經確認寄出資料後，即不可再更改。 

(郵寄之報名資料務必與網路線上報名所填寫的相同) 

2. 若未填寫正確編號，或未於光碟封面、PDF 檔及 PPT 檔檔名標示編

號，所造成之建檔等錯誤，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3. 請再三檢查光碟內檔案是否齊全，若有毀損或遺漏，參賽者須自行負

責；光碟請盡量使用保護殼，以免於運送過程中損壞。 

4. 資料需檢查完整後再寄出，寄出後恕不接受補件。 

5. 各單一獎項不得重複領取獎狀。 

6. 論文及簡報檔格式請詳閱「稿件格式說明」，未依規定者主辦單位有

權視情況取消參賽資格。 

7. 報名表、切結書、授權同意書皆於「2014 正新瑪吉斯第十七屆全國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網站放置下載載點。 

網站：http://www.mba.yuntech.edu.tw/13sobp/index.htm 

8.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至 sobp.yuntech@gmail.com。 

貳、 評審方式 

一、 規格審 

請參照稿件格式說明，如違反任一項稿件格式規格皆不進入初賽。 

二、 初賽 

第一條、 實施目的 

1. 初賽之目的在於確認參賽作品符合本競賽之精神，及參賽組別之適

當性。 

2. 本次競賽以「經營實務」為主軸，非屬學術導向之作品。以運用一

般大專校院大學部學生學習之知識與分析工具為原則，以期由學生

全程參與完成作品。 

第二條、 評審方式 

1. 初賽評審委員會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邀請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組成。 

http://www.mba.yuntech.edu.tw/13sob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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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賽評審方式採電子檔審查方式進行。 

3. 評分項目為專題之「實務可行性」佔 55％、「內容結構」佔 20％、

「創新性」佔 25％，總分為 100 分；其中「實務可行性」部份之評

分須考量其企業管理實務的參考價值。 

4. 「初賽評審結果」依初賽評審分數決定之，並分成「通過初賽」或

「未通過初賽」兩種結果。 

第三條、 初賽評審結果通知與公告 

初賽評審結果將於 4 月 11 日，以﹝網站公告﹞方式通知初賽評審結

果，並於初賽評審結束後將「2014 正新瑪吉斯第十七屆全國經營管理

實務專題競賽初賽參賽證明」郵寄給未進入複賽之組別。 

三、 複賽 

第一條、 實施目的  

由於參賽組數眾多，為不影響競賽議程之安排，故進行複賽審查，以

提升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之競賽品質。 

第二條、 複賽評審委員會組成方式 

1. 複賽評審委員會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 

2. 複賽評審委員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進行遴選，在

考量利益迴避原則上，邀集校外人士擔任複賽評審委員。 

第三條、 總錄取組數 

複賽總錄取組數由主辦單位參酌競賽預算規劃與報名參賽組數等因素

決定之。 

第四條、 評審方式 

1. 複賽評審方式採電子檔審查方式進行。 

2. 評分項目為專題之「實務可行性」佔 55％、「內容結構」佔 20％、

「創新性」佔 25％，總分為 100 分；其中「實務可行性」部份之評

分考量其企業管理實務的參考價值。 

3. 「複賽評審結果」依複賽評審分數決定之，並分成「通過複賽」或

「未通過複賽」兩種結果。 

第五條、 複賽評審結果通知與公告 

複賽評審結果將於 5 月 9 日，以﹝網站公告﹞方式通知複賽結果，並

於複賽結束後將「2014 正新瑪吉斯第十七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

競賽複賽參賽證明」郵寄給未進入決賽之組別。 



 

四、 決賽(現場比賽) 

決賽現場參賽發表人以專題報名之小組成員為限，務必親自參與競賽，

否則取消該組資格。 

1. 基於競賽之公平原則，參賽小組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

料（報名表、切結書、授權同意書、實務專題論文、簡報檔）；參賽

小組在繳交報名相關資料之前，須一再確認報名相關資料之正確

性，一經郵寄寄出後不得更改，否則將取消參賽資格。 

2. 參賽小組需於規定之場次內由小組成員推選代表作口頭簡報，並就

評審委員之提問，進行必要之答覆與說明。 

3. 各小組於發表當日先至總接待處報到，最遲於所安排之場次開始前

20 分鐘完成簽到，以利各場次確定參賽隊伍並分配時間。 

4. 未參加發表會或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以棄權論之。 

5. 各專題發表時間嚴格限制於 10 分鐘內完成，現場有計時服務同學，

於第 8 分、第 9 分各按鈴 1 聲作為提醒，10 分鐘截止按鈴 2 聲。口

頭簡報之時間控制亦列入「現場表現」之評審依據。 

6. 發表前後可予以禮貌性之掌聲鼓勵，但發表中禁止任何喧嘩、質問

與掌聲等，足以干擾會場秩序之情事。若有影響發表會進行之情事，

現場評審與服務人員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參賽隊伍不得有任何異議。 

7. 決賽評分標準為專題之「實務可行性」佔 35％、「現場表現」25%、

「內容結構」佔 20％、「創新性」佔 20％，總分為 100 分。 

8. 「決賽評審結果」依決賽評審分數決定之，各類組取前三名及佳作

三名。因顧及比賽報名組數之變異，以上獎項名額，主辦單位保留

最後調整之決定權，會另行於網站公告，請大家務必隨時注意網站

資訊。 

9. 參賽現場如有任何規定未詳事宜，請洽該場次服務人員，由該場次

服務人員呈請評審委員決定處理方式。 

10. 參賽作品嚴禁非參與學生代筆或有抄襲之情事，若經評審老師發 

現，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11. 決賽評審結果將以網站公告通知，並於決賽當天將「初賽參賽證明」

「複賽參賽證明」、「決賽參賽證明」、「報名費收據」交付給各參賽

組別。 

12. 比賽當天禁止任何餽贈與影響比賽公平性之行為，如有發現，一律 

取消參賽資格。 

13. 為維持比賽公平、公正，參賽當天不得在比賽前與任何評審相關人

員進行交談，若經發現違反規定，大會將裁定該隊伍喪失比賽資格。 

 本競賽規則經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