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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為促進台灣三創十兆服務業產業輸出國際，第四屆(2022)由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與新北市政府合作透過「品牌金舶獎」選拔計畫，選出亞洲優質服務

業品牌，協助民間企業尋找國際出路。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等中央單位共同擔任指導單位，選拔過程將輔導優良服務業品牌進入加速

器，協助品牌對接海外通路商或代理商，讓服務業品牌在發展國際市場的同

時，藉由國內外資本市場取得資本投入，創新打造 BIT(Brand In Taiwan)外

銷授權新模式，以台灣品牌「潮進亞洲、鏈接世界」為目標，將台灣服務業

發展 成為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亞洲矽谷生態系。 

貳、選拔辦法 

第 一 條  為促進台灣三創十兆創新創業(如；表一)服務產業輸出國際，透

過十兆創新創業潛力「品牌金舶獎」選拔計畫的第四組海外僑臺商

組，選出全球優質服務業品牌，協助海外企業對接國內產業通路，特

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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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創十兆 創新創業表) 

第二條 第四屆品牌金舶獎之主辦單位為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三條  報名資格 

一、公司行號成立滿 3年之企業與海外僑台商企業(須於 2019年 6月

11日以前在台灣或該國當地政府機關核准成立之企業)。 

  二、須附公司合法註冊或登記之主管機關核准函或相關證明，已開始

正常運作並有完整商業模式及營利模式前一年營業額達 500萬(20

萬元美金)以上者之經濟部認定標準中小企業1或創櫃板、興櫃戰略

新板和上櫃公司。 

  三、符合三創十兆創新創業產業可輸出服務業並已計畫布局國際化之

品牌。 

四、經僑務委員會或我政府駐外館處出具推薦函之企業方可報名，若

                                                 
1
「中小企業」之定義，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係指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

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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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所在地區倘無駐外館處，可由鄰近兼理當地之駐外館處推薦

報名。 

五、參選企業每年限以一個品牌參選一組為限，不得重複報名。 

六、獲得金舶獎之得獎企業，三年內不得重複報名。 

七、報名海外僑台商組係指非大陸地區的台籍商人及其子女或下一代

親屬關係。 

八、報名申請時，需提供「品牌金舶獎切結書」用印寄回正本。  

第四條  海外僑台商組別  

       一、台商係指非大陸地區的台籍商人及其子女或下一代親屬關係。 

       二、為海外當地國家合法設立之公司，該優良企業其品牌在當地國具

有一定影響力或知名度。 

       三、企業負責人須為僑民，並在當地國有註冊公司企業。 

       四、本組將評選 5家企業，如無適當獲獎企業得從缺。 

第五條  報名方式及資料提供 

        一、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www.roccocbac.com/s/GQIAAA 

二、報名除線上填寫資料外，另須上傳必備審查文件： 

 (一)選拔企業統一規定資料﹐以下資料須全部提供 

1. 選拔企業合法註冊或登記之主管機關核准函或相關證明。 

2. 選拔品牌之 LOGO (請提供高解析度之圖像檔)。 

3. 選拔品牌之相關商標註冊證明或現正申請商標註冊之申請證

明文件。 

4. 海外僑台商組的組織企業，必須檢附上傳我政府駐外館處之

推薦函，若台商所在地區倘無駐外館處，可由鄰近兼理當地

之駐外館處推薦報名。。 

5. 選拔企業線上填具基本資料報名後﹐依主辦單位提供制式 BP

商業計劃書規格書寫製作和檢附 6分鐘企業負責人 Roadshow

簡報錄影內容，需一鏡到底不可後製剪接，資料內容請依據

本簡章伍、得獎評選原則為主。 

 (二)加權評分資料﹐以下資料有者可提供 

1. 選拔企業若有獲得國內外獎項殊榮或取得國內外特殊資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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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證明及 CSR組織認證等足以顯示規模與代表性證明者，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上傳繳交。 

        入圍初審 13強企業，經主辦單位於 2022/5/19公告名單，將於參加 

        第二階段決選的線上 QA選拔。 

 第六條 選拔評選方式採二階段方式，最終決選出海外僑臺商組成績最高前 5

家品牌金舶獎獲獎。 

一、初審(由報名家數評選出 13家)-以書面審查計之，請選拔單位提

出商業發展企劃書、簡報錄影、加權評分進行審查。 

二、決選(由初審通過公告家數)-線上 QA選拔與決選評審討論，取出

各組分數最高者。 

三、本獎項評選五家獲獎企業，如果無適當獲獎企業時，得從缺。 

備註：加權評分內容為 Termsheet、投資合約、國際授權、國際代理合

約、CSR組織認證等足以顯示規模與代表性。 

 

第七條 選拔評選活動時程 

一、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2022/5/11台灣時間 17:00止。 

二、徵件期間於 3 月下旬舉辦 2 場徵件說明會，實際日期將另案公告。 

三、報名與資料繳交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22/5/11台灣時間 17:00

止。 

五、本選拔為鼓勵並強化服務業輸出國際能量，參選全程免費。 

六、評選結果通知： 

各階段晉級者，由主辦單位統一於本會官網發布，並另行電子郵

件或正式文書各別通知： 

初審階段公告線上 QA選拔名單，於 2022/5/20發布通知 

決選階段公告金舶獎獲獎企業名單，於 2022/6/7發布通知 

七、頒獎典禮：於 2022/8/25舉辦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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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活動獎勵 

        一、在主辦單位官方網站露出企業的得獎訊息。 

二、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會員 147家公會，獲獎企業可擇 2個公會

進行產業線上商機媒合服務。 

三、協助投資平台進行商機媒合服務。 

四、出版當選企業獲獎刊物，介紹當選企業品牌特色和企業理念。 

五、金舶獎頒獎典禮接受表揚，頒發獎狀一只和獎盃一座。 

六、帶領企業得主，拜會產官學研部門，需視當時防疫政策狀況而定。 

七、建立金舶獎聯誼會，促進海內外資源串接。 

八、由本會透過傳播媒體對國內外宣傳表揚 

九、推薦參加全國優良商人金商獎選拔。 

十、得獎企業義務： 

（一）得獎企業有配合提供印刷專輯、企業簡介帶所需題材、錄

製中小企業通廣播節目及參加各洲際台商總會年會發表企

業成功經驗等相關活動之義務。 

（二）得獎企業屆時應派派員參加頒獎典禮、拜會等活動，若無

法出席視同放棄當選。 

（三）得獎企業若經查證有違反本辦法或不實陳述者，其獎座及

當選證書應繳回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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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拔流程 

 

  

徵件線上說明會 2場，台灣時區計算三月

下旬。 

報名截止日：台灣時區計算 2022年 5月 11

日下午 5:00止。 

獲獎企業頒獎典禮籌備事宜：2022年 6 

月 8日至 2022年 8月 24日 

頒獎典禮 2022年 8月 25日 

決選線上QA選拔：2022年5月27日台灣時區計

算上午9:00至中午 12:00 

海外僑臺商組決選得主名單：2022年6月7日 

僑務委員會與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品牌金舶獎徵件記者會於台灣時區 2022

年 3月 14日下午 2:30舉辦。 

初審：報名截止日：台灣時區計算 2022年

5月 18日下午 5: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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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得獎評選原則 

    第一階段- 商業企劃書初審 

一、評審共 5 位，包括僑務委員會代表 1 位，其他四位為產官學界專

家評審，依據商業發展企劃書(BP)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性、執行可

行性、市場未來性等進行審查評分，採實體評選一天的方式進

行。 

1.(BP)商業發展企劃書審查的分數，占總分 35%。 

2.企業 Roadshow簡報錄影分數，占總分 20%。 

3.加權評分項目的分數，占總分 5%。 

註:加權分數，評審將依據所提供文件資料的機構公正性、單位

權威性、證明文件的法遵性，來進行評分。 

二、商業發展計畫書(BP)評分標準與與計畫書內容簡報細項說明。 

評審項目： 

項目 內  容  說  明 權重 

核心競爭力 

 

請說明： 

企業在當地創業歷程說明、事業發展過程、品牌力

分析、創新研發能力、專業特色，創新創業成果說

明（具有技術競爭力、特殊認證或獲優良事蹟） 

當地經濟現況與企業經營策略分析 

20% 

經營管理/商

業模式/解決

痛點 

請說明： 

品牌商業模式、品牌差異化的優越性、產品市場分

析、行銷通路、 品牌經營及行銷能力 

20% 

財務經營/國

際佈局計畫 

請說明：財務規劃、108~110年度三年財務報表、

國際布局計劃、對台灣資本投入計畫  

20% 

ESG績效 

(企業環境社會) 

企業發展的永續願景與策略 

企業產品產出過程中﹐如何促進環境永續績效 

企業如何以社會需求為核心﹐建立共融的經營模式

(包含：對臺灣或僑居地等國際社會之貢獻、企業在

僑社的活動度等) 

20% 

供應鏈管理績

效 

請說明：企業如何建置永續供應鏈管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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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Roadshow簡報錄影評審項目： 

Roadshow 

項目 
 簡報內容細項 

權重 

 團隊完整性 

一、須包含生產/研發/銷售 

二、團隊是要讓投資人知道你經營團隊的氛圍 

是否有足夠能力與彈性來應對市場的快速變化 

20% 

 市場規模 

潛在商機 

產品服務優勢與

商業模式 

一、產品/服務之市場規模: 

    1.現有市場營收規模 

    2.市場占比% 

    3.同業營收比較 

二、潛在商機: 

    1.解決市場痛點 

    2.該解決的問題是不是趨勢之上 

三、競爭者現況分析 

四、產品/服務之競爭優勢(創新力、品牌力、

技術力、營銷力、服務力)需說明:市場競爭者

(可 Google、YAHOO、FB...等搜尋),並作表分

析。 

五、商業模式(品牌營銷特色分析)長期獲利模

式,並說明差異化之優勢,可包含低成本.多元套

利.關鍵通路之優勢 

20% 

 財務經營 
一、請提供真實財報資料及未來財測預估,可參

考簡表製作表示。 

20% 

 永續發展績效 

一、品牌對環境友善影響 

二、品牌與永續供應鏈方之合作 

(包含：對臺灣或僑居地等國際社會之貢獻、企業在

僑社的活動度等) 

20% 

 國際授權 

代理金額或募款

計畫 

一、國際授權成功案例/國際代理金額收入/獲

得募資成功案例/合理明確募資計畫/對台灣資

本投入計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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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決選-線上 QA選拔問答 

  一、評審共 5位，決選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代表擔任主席，其他四

位為國內的產官學界專家評審評選半天(3小時)的方式進行，依

據企業簡報的錄影內容進行 QA進行線上問答，共 6分鐘。 

1.線上 QA選拔的分數，占總分 25% 

2.決選評審討論，占總分 15% 

  二、依照初審的(BP)商業發展企劃書、企業 Roadshow簡報錄影、加

權評分項目的分數，加上決選線上 QA選拔問答以及決選評審討

論，依據每分數依占比來進行總分加總，取出本組分數最高者 5

家為第四屆金舶獎得主，如果無適當獲獎企業時，得從缺。 

陸、初審、複審、決選公告方式 

一、主辦單位將於本會官網公開發佈本活動之相關內容、獲獎名單。 

    網址： https://www.roccocbac.com/。 

二、複選入圍或決賽得獎者，主辦方將依選拔辦法通知選拔企業。 

柒、選拔專線 

選拔聯繫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全國商業總會址：台灣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號 6樓 

聯絡人：品牌創新服務加速中心廖芳妙副主任/林品妤專員  

電話：886-2-2701-2671 #232/#219 

電子郵箱：goldenship@roccoc.org.tw 

捌、品牌金舶獎切結書 
參閱附件 

https://www.roccocbac.c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zWwwj_MH0DfUmEwx_Upe4YD4SogfP7u/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