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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 

綠色創意計劃 

 

背景 

「卓越商業大賽」是一年一度的商業個案分析比賽，由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PolyU 

HKCC) 及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合辦，專為中學生及大專生而設。今年的比賽主題為

「綠色創意計劃」。 

 

綠色創意是指所有與綠色產品及工序相關的創新，包括節約能源、污染管理、廢物循環再造，

以及產品及包裝設計1。在這個環保意識日益加強的時代，人們都會關注企業如何制訂策略，

以保護環境及促進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藉著展開綠色創意計劃，企業不但可以展示對保護環

境的承諾，更可在目前的疫情下達到其他目的，包括取得競爭優勢、迎合市場需要、符合持

份者的期望、提升品牌聲譽，以及改善消費者的滿意度。 

 

藉著參加是次比賽，學生將會分析一家在香港真實企業的業務，並運用他們的創意和批判思

維，以綠色創意的概念為該企業發展新產品（包裝）／服務，從而創造獨特機會，幫助企業

邁步向前及達到指定目標。此外，比賽有助加強同學對商業理論和實務的理解，培養共通能

力，例如：觀察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分析和組織能力。 

 

獎項及獎品 

中學組： 

金獎     港幣 8,000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銀獎     港幣 6,000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銅獎     港幣 5,000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優異獎（2名）   港幣 3,000元書券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評審團嘉許獎（15名）   港幣 1,000元書券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1 Chen, Lai, and W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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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 

金獎     港幣 15,000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銀獎     港幣 12,000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銅獎     港幣 8,000 元書券、獎座及每名隊員獲頒獎狀 

 

其餘參賽者將獲頒發參賽證書。 

 

參賽資格 

中學組： 

中學組歡迎所有本港中四至中六全日制學生參加。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每組參賽隊伍為 3

至 6人，必須來自同一學校，並須由校長或老師統籌參賽。 

大專組： 

大專組歡迎所有本港副學位及自資學位課程學生參加。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每組參賽隊伍

為 3至 6人，必須來自同一院校。 

 

比賽詳情 

學生需要選擇在本港一家真實企業，進行業務及市場分析，為他們構思綠色創意計劃的目的，

並為該企業開發一個新產品（包裝）／服務及宣傳策略。分數比重方面，業務及市場分析佔

20%，綠色創意計劃的創意、主題、吸引力及可行性則佔 80%。 

 

參賽者將獲邀參加於 2022 年 1 月 21 日舉辦的網上嘉賓講座，教授他們有關業務和市場分析，

以及制訂綠色創意計劃所需的知識及技巧。 

 

1. 報告書大綱 

(a) 簡介 

(b) 主體  

 業務及市場分析 

 綠色創意計劃的目的 

 為該綠色創意計劃所開發的新產品（包裝）／服務及宣傳策略提供解釋和理由 

(c)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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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書格式 

 字數 

中學組： 

報告書可須以英文（上限 1,000字）或中文（上限 1,300字）撰寫，字數不包括封

面、目錄及附錄。 

 

大專組： 

報告書須以英文（上限 1,500字）撰寫，字數不包括封面、目錄及附錄。 

 

 附錄並非必須，上限為 10頁。 

 字體方面，英文必須為 Times New Roman 12，中文則為新細明體 12 （標題及分題

除外）。 

 行距必須為單行距，四周各留至少一吋邊界。 

 

3. 報告書封面 

(a) 參賽隊員的姓名 

(b) 學校／院校名稱 

(c) 企業／計劃書名稱 

(d) 遞交日期 

(e) 隊伍統籌人的聯絡資料（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等） 

 

參賽方法 

1. 網上報名 

中學組： 

你可於 PolyU HKCC 網站遞交參賽申請，網址：  

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大專組： 

你可於 PolyU SPEED 網站遞交參賽申請，網址：  

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http://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http://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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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電郵、傳真或郵寄遞交參賽表格 

中學組： 

你可以從 PolyU HKCC網站下載參賽表格，網址：  

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請將填妥的表格 

(i) 電郵至 ccoffice@hkcc-polyu.edu.hk；或 

(ii) 傳真至 2625-4159；或 

(iii) 郵寄至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9 號理大西九龍校園 13 樓 N1302 室，信封面註明「卓越

商業大賽 2021/22」。 

 

大專組： 

你可以從 PolyU SPEED 網站下載參賽表格，網址：  

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請將填妥的表格 

(i) 電郵至 spactivities@speed-polyu.edu.hk；或 

(ii) 傳真至 2363-0540；或 

(iii) 郵寄至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9號理大西九龍校園 12樓 S1201室，信封面註明 

         「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12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5時 30分。 

 

遞交報告書 

中學組： 

請將報告書: 

(i) 親身交回或郵寄至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9 號理大西九龍校園 13 樓 N1302 室，信封面

註明「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或 

(ii) 電郵至 ccoffice@hkcc-polyu.edu.hk， 請提交 PDF 檔案的報告書，檔案不能大於

15MB，電郵標題註明「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 

 

 

http://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http://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mailto:電郵至ccoffice@hkcc-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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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 

請將報告書: 

(i) 親身交回或郵寄至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9 號理大西九龍校園 12 樓 S1201 室，信封面

註明「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或 

(ii) 電郵至 spactivities@speed-polyu.edu.hk ， 請提交 PDF 檔案的報告書，檔案不能大 

於 15MB，電郵標題註明「卓越商業大賽 2021/22」。 

 

截止遞交報告書日期：2022年 2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5時 30分。 

 

評審 

1. 初賽 

中學組： 

評審團將會挑選 20組表現出色的隊伍，並從中再選出 5組進入決賽，其餘 15組將獲頒發

評審團嘉許獎。初賽結果將於 2022 年 3 月 11 日在 PolyU HKCC 網站公布，網址： 

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大專組： 

評審團將會挑選 3 組表現出色的隊伍進入決賽。初賽結果將於 2022年 3月 11日在 PolyU 

SPEED網站公布，網址： 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2. 初賽評審準則 

(a) 參賽隊伍能否清楚及簡潔闡述報告書內容？ 

(b) 參賽隊伍能否在目前的疫情下為一個新的綠色產品（包裝）/服務找到新的市場商機？ 

(c) 參賽隊伍能否為該綠色創意計劃開發一個獨特及創新的產品（包裝）／服務及宣傳

策略，以達到指定目標？ 

(d) 參賽隊伍能否就切實可行的目標提出具說服力的分析及簡要的結論? 

 

 

 

 

 

mailto:電郵至ccoffice@hkcc-polyu.edu.hk
http://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file://///staff.cpce.hk/hkcc/QDrive/Section%20D%20-%20QA%20and%20Programme%20Admin/Programme%20Admin%20Team/Division%20of%20BUSS/Business%20Excellence%20Contest/202122/%5b03%5d%20Guidelines/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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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賽 

中學組： 

進入決賽的 5組隊伍需於 2022年 3月 26下午 1時前，以電郵遞交配有為時 10分鐘旁白

的 PowerPoint檔案至 ccoffice@hkcc-polyu.edu.hk，旁白可以廣東話或英語錄製。 

 

評審團將會選出金、銀、銅及優異獎得主，決賽結果將於 2022 年 4 月 22 日於 PolyU 

HKCC 網站公佈，網址： 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金、

銀 、銅、兩名優異獎及 15名評審團嘉許獎的獲獎隊伍將獲個別通知有關領獎安排。 

 

大專組： 

進入決賽的 3組隊伍需於 2022年 3月 26下午 1時前，以電郵遞交配有為時 15分鐘旁白

的 PowerPoint檔案至 spactivities@speed-polyu.edu.hk，旁白需以英語錄製。5 分鐘的問答

環節將改以書面答問形式進行, 書面回答需於問題發放後 48 小時內遞交, 有關問題將於

2022年 3月 28日（中午 12時前）發放。 

 

評審團將會選出金、銀及銅獎得主，決賽結果將於 2022年 4月 22日於 PolyU SPEED網

站公佈，網址： 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金、銀及 銅獎

的獲獎隊伍將獲個別通知有關領獎安排。 

 

4. 決賽評審準則 

中學組： 

(a) 參賽隊伍能否以清楚、簡潔及有趣的方法闡述意念? 

(b) 參賽隊伍能否提出全面及透徹的業務及市場分析、切實可行的目標，以及制訂具創

意及可行的綠色創意計劃？ 

 

大專組： 

(a) 參賽隊伍能否以清楚、簡潔及有趣的方法闡述意念? 

(b) 參賽隊伍能否提出全面及透徹的業務及市場分析、切實可行的目標，以及制訂具創

意及可行的綠色創意計劃？ 

(c) 參賽隊伍能否以清楚及有條理的 PowerPoint，闡述在書面報告中提出的意念? 

(d) 參賽隊伍能否就評審團的提問作出清楚、精確及具說服力的回答? 

 

 

mailto:%16ccoffice@hkcc-polyu.edu.hk
http://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mailto:spactivities@speed-polyu.edu.hk
http://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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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詳情 

頒獎典禮將會取消。得獎隊伍將獲個別通知有關領獎安排。 

 

比賽日程 

日期 事項 

2021年 12 月 17日下午 5時 30分前 遞交報名表格限期 

2022年 1 月 21日 

（下午 4 時 45分至 6時 30分） 

舉辦網上嘉賓講座，教授同學有關業務和市場

分析，以及制訂綠色創意計劃所需的知識及技

巧。 

2022年 2 月 28日下午 5時 30分前 遞交報告書限期 

2022年 3 月 11日  公布初賽結果 

2022年 3 月 26日中午 1 時前 進入決賽的隊伍遞交配有旁白的 PowerPoint

檔案 

2022年 3 月 28日中午 12時前  發放問題予大專組進入決賽的 3組隊伍 

2022年 3 月 30日中午 12時前  大專組進入決賽的 3組隊伍遞交書面回答 

2022年 4 月 22日 公佈決賽結果 

 

查詢方法 

中學組： 

電話：3746-0123 

電郵：ccoffice@hkcc-polyu.edu.hk 

網址：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大專組： 

電話：3400-2828 

電郵：spactivities@speed-polyu.edu.hk 

網址：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http://www.hkcc-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http://www.speed-polyu.edu.hk/business_excellence_contest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