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名稱（中文） 2017淡江大學創新創業競賽

競賽單位 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

報名日期

 (一)報名作業：自即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
 (二)研習營：106年1月、3月期間
 (三)初賽書審：106年4月20日
 (四)決賽評選：106年5月18日（地點與行程另行通知）

競賽簡介

為推展學校研發成果產品化，及提升創新創業教學實踐成效
，本年度活動主題以「創新加值、創業加速」為號召，鼓勵
師生與產學研界共組創新創業團隊，經由競賽活動徵選與創
新創業營研習，期能培育出雙創人才及帶動校園產業創新環
境。

參賽資格

(一)本校各系所教職員及在學學生，對有興趣發展的產業創新

及技術領域，組成師生創新創業團隊報名參加。

 (二)參賽隊伍必要成員為指導老師、隊長各一人，隊員以1- 8

人為限。除指導老師及隊長須為本校教職員生外，隊員不受

在校之限制，可由跨校師生、校友、及產業界人士共同組成

創新創業團隊。

 (三)參賽團隊的指導老師為義務性質無指導費。同一位老師

指導隊數雖無限制，但初賽入選時將從優遴選至多3隊為限。

競賽獎勵

(一)專利創新組

第一名獎金30,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第二名獎金15,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第三名獎金10,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佳作獎金5,000元及獎狀，錄取3隊。

獲獎團隊於賽後由主辦單位輔導及媒合合作廠商，推薦申請

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

(二)創意創業組

第一名獎金30,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第二名獎金15,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第三名獎金10,000元及獎狀，錄取1隊。

佳作獎金5,000元及獎狀，錄取3隊。

獲獎團隊於賽後由主辦單位輔導，推薦申請政府各部會創業

激勵計畫。



競賽內容

初賽書面評審標準：

(一) 專利創新組

評分項目 內容說明 比重

專利進步性與新穎性 技術之專利檢索與佈局策略、技術差

異、專利進步性、新穎性、產業發展性說明。 50%

產業應用創新性 可行性(包括市場分析、技術成長分析、產業

價值鏈分析等)、產品化程度、與其創新性的商業模式。 30%

計畫內容完整性 專利雛形化計畫書具資源規劃整合（產學合

作技轉、人才投入產業發展、衍生企業方式等） 20%

(二) 創意創業組

評分項目 內容說明 比重

創業創新性 依據提供如Porter五力分析市場、SWOT矩陣分

析經營環境、創業的故事、創新內容說明等。 50%

創意實現可行性 可行性(包括產品、市場規模、財務可行性)

與預期達成效益(包括實施與量化效益) 30%

計畫內容完整性 營運計畫書具資源規劃整合（人力、資金、

技術等） 20%

決賽書面評審標準：

(一)專利創新組

評分項目 內容說明 比重

創新性 商業模式之創新性、功能驗證程序 40%

可行性 可實現程度(包括產品化能力、技轉或新創可行性、專

利保護程度) 30%

合作性 產學合作方案、專案計畫組織與人才發展策略 10%

表達力 簡報與答辯的陳述是否簡潔且具說服力 10%
競賽地點 另行公布

競賽及報名 2017創新創業競賽活動簡章.doc

2017創新創業競賽工作計畫.doc

2017創新創業競賽活動簡章.doc
2017創新創業競賽工作計畫.doc
2017創新創業競賽工作計畫.doc


競賽名稱（中文） 育秀盃

競賽單位 財團法人育秀教育基金會

報名日期

 (一)報名作業：106年10月1日起開放線上報名

 (二)初賽：106年12月28日 23:59前上傳

 (三)複賽：107年2月14日 23:59前上傳

 (四)決賽：暫定107年4月13日

競賽簡介

請發揮創造力及想像力，以物聯網(IoT)、擴增實境(AR)、虛

擬個人語音助理(VPA) 、人工智慧(AI)、感測技術與分析、擴

增實境導航系統(Augmented Reality Navigation)、適地性服

務(LBS for mobile vehicle)、即時影像辨識與移動物體識別

(perform object recognition)、居家應用控制(Home Utility

Control and Analytics)等技術，應用於包含軍事Military、公

共安全Public Safety、外勤服務Field Service(運輸/倉儲/維修

/巡檢….等需外勤現場工作者)、公用事業Utilities、交通

Transport、汽車Automotive、健康照護Health Care、通訊

Telecommunications八大領域，進行軟硬體產品/服務開發，

讓我們一起智造你的美好新時代!

參賽資格

※不限國籍，凡持有中華民國大專院校生及碩博士之學生證

(含2018年應屆畢業生)，皆可報名參與。

※軟體應用類，每組成員1-6人為限。

※報名時請按+號，務必完成全隊隊員個人資料填寫，初賽開

始後將不進行人員新增或補登。

※指導老師人數不限(決賽入圍團隊皆會提供感謝狀)，報名可

填寫一名代表。

※報名以作品為主，團隊可創作多件作品繳交，一件作品需

一組參賽編號，請逐件報名。

※同一件作品亦可跨類別報名。例如作品同時包含軟體應用

及工業設計創作時，請依據各類競賽繳件說明，分別報名以

取得資格。

※競賽期間作品同時參加校內競賽、新一代、政府等單位舉

辦之競賽，作品所有權歸屬為學生所有，可報名。已獲獎作

品如有持續創新部分，歡迎報名參賽。

競賽獎勵

金獎：1名，獎學金15萬元整，獎盃乙座，每位隊員獎狀一

只。

銀獎：1名，獎學金8萬元整，獎盃乙座，每位隊員獎狀一

只。

銅獎：1名，獎學金6萬元整，獎盃乙座，每位隊員獎狀一

只。

優選：2名，獎學金2萬元整，每位隊員獎狀一只。

佳作：10名，獎學金6000元整，每位隊員獎狀一只。

指導老師獎：3名，金、銀、銅獎團隊，每隊指導獎金1萬元

整，每位指導老師獎狀一只，由指導老師領取。



競賽內容

創新概念(30%)：原創性、創意表現

介面表現與完成度(20%)：視覺美感、操作流暢、符合使用者

經驗、產品完整性

技術運用(20%)：人機功能、人因工程、最佳化、通用性

商業價值與可行性(20%)：市場性、作品上架平台、下載量、

募資

跨界整合力及企劃力(10%)：簡報技巧、故事性、符合競賽主

題
競賽地點 聯華神通南港企業總部

競賽及報名 詳情請見網址:http://award.ysed.org.tw/competition/index/cg/8

http://award.ysed.org.tw/competition/index/cg/8


競賽名稱（中文） HackTKU 2016 淡江大學黑客松

競賽單位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自3月23日止

競賽簡介

蘋果公司創辦人史帝夫．賈伯斯曾說：「我喜歡站在科技與

人文的交會口。」為了促使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能夠活動所學

，製作出兼具功能性、實用性與user-friendly的應用。

HackTKU - 淡江大學黑客松將鼓勵參賽者抱持創新創業精神

，秉持「解決現有需求，創造新的需求」之理念，結合科技

產業當今最流行的「智慧城市」與「智慧校園」概念，結合

生活與科技進行相關應用。
Hack + Marathon

黑客松（Hackathon）是 Hack 和 Marathon 組合起來的字，

也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長時間絞盡腦汁做出最好成品的活

動。淡江大學黑客松提供了無限量食物及 30 小時的 Coding

參賽資格 無限制

競賽獎勵

首獎：20,000 元

實用獎：10,000 元

趣味獎：10,000 元

創意獎：10,000 元

新星獎：5,000 元

競賽內容

4/2

Sat

08:00 報到

08:30 開幕典禮
09:00 Coding

12:00 午餐時間
13:00 Coding

18:00 晚餐時間

23:00 宵夜時間

4/3

Sun

07:00 早餐時間

12:00 午餐時間
13:00 Coding

15:00 開發者交流

15:15 成果展示

17:15 開發者交流

17:30 頒獎
競賽地點 淡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競賽及報名
請參考報名網頁

https://tkuico.kktix.cc/events/hacktku2016



競賽名稱（中文） 第二屆星展台灣黑客松 X 探索星方向 DBS Taiwan Hackthon

競賽單位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DBS Bank Limited）

報名日期 2015年11月6日截止

競賽簡介

星展台灣黑客松將透過連續50小時的密集活動，匯集新創團

隊、年輕學生與星展同仁的智慧，隨機組成隊伍，一起針對

目前星展在消費金融與企業金融服務所面臨的挑戰，提出創

新解決方案。黑客松不但要在短時間內考驗團隊成員的溝通

默契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更要挑戰將以往得花上數個月才能

完成的專案，透過黑客松快速達成共識，創造出意想不到的

成果！
參賽資格 新創團隊成員及大專院校學生

競賽獎勵
First Prize: 55,000

Second Prize: 27,000

Third Prize: 15,000

競賽內容

1. 星展台灣黑客松共有三個挑戰主題，18 組參賽隊伍將抽籤

決定所負責的主 題，每個主題將有 6 個隊伍來挑戰。

2. 每組隊伍應於活動期間內創造出符合其挑戰主題的解決方

案，藉此做為最後 評審依據。

評審方式：分為初選及決選兩個階段；初選由導師（

Mentors）及挑戰主題發 起者（Challenge sponsors）從每個

主題的 6 個隊伍中挑選出前二名，共有六 組將會進入決選。

決選則由活動評審團進行最後評選，選出前三名的優勝隊
競賽地點 依主辦單位通知

競賽及報名 詳情請見網址 https://dbs-hackathon.alphacamp.co/



競賽名稱（中文） 樂齡程式開發大賽

競賽單位
新北市政府（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台灣微軟股

份有限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 Microsoft／微軟）

報名日期 2017年06月13日至 2017年07月11日

競賽簡介

本次競賽係配合新北市政府高齡政策 - 「當我們老在一起」

，提供全人、全程、全方位之老人福利服務，將大至醫療、

交通、旅遊，小至居家生活、終生學習、社區服務等元素融

入智慧載具，藉由Open Data及資訊科技的結合，促進政府

及民間資料開放以及民眾使用意願，更鼓勵以智慧方式建構

「在地就養 健康樂活」的高齡友善環境，同時讓開發者透過

創意與觀察共創新世代，成就真正的樂齡城市！

參賽資格

僅限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的自然人參加。

參賽者可個人參賽或組隊報名參加，但參賽隊伍一隊最多3

人。

主（協）辦單位或主（協）單位委託辦理本活動之廠商（如

執行單位、活動公司、公關公司或製作公司等）之員工、其

配偶及家屬、及微軟產品之代理商或經銷商不得參加本活

動。

本活動評審、評審任職機構及該機構人員不得參加本活動。

參賽作品不限用任何資訊技術開發，（如：PHP, Java,

Node.js, Python, Ruby, .NET等等）及相關技術與資料庫，

且可於 Azure 平台環境上執行者。

競賽獎勵

早鳥登記抽獎：於2017年06月13日 至 2017年06月26日

23:59前至競賽官網完成登記，即可參與好禮大方送抽獎活

動！

金獎：NTD 250,000

銀獎：NTD 150,000

銅獎：NTD 100,000

多元應用獎：NTD 30,000

人氣獎：NTD 50,000

競賽內容

本競賽不限用任何形式開發技術與語言，本競賽作品本身需

為本活動期間新開發之專案，並附註使用的技術組成元件與

授權。

比賽作品需運用 Microsoft Azure 任何雲端服務，本競賽鼓勵

創意激發，使用越多微軟雲端服務之成品將可獲得微軟額外

提供之獎品。

參賽作品須結合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Open Data）的

應用。

繳件作品方向可從 Virtual Machine、Mobility、Big data、

Media service 為發想。

有意參與本競賽之參賽者，可事先詳閱相關資源：

https://azure.microsoft.com/zh-tw/。
競賽地點 依主辦單位規定

競賽及報名 請參考網址 www.spc.ntpc.net.tw/



競賽名稱（中文） 2017 電子商務創業競賽

競賽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電子商務碩士班

報名日期 106年10月25日前

競賽簡介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網際網路、行動商務、大數據的多元應

用正在顛覆舊有商業模式。亞洲新興市場上網人口、行動用

戶數激增、物流與支付長足進步，eMarketer 預估亞太地區有

機會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大電商市場。

由於科技不斷創新，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亦不斷地突破與演

進，「電子商務創業」逐漸成為新世代展現創新的舞台，也

是突破低薪浪潮的重要途徑。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於2017

年成立了國內第一所國立大學電子商務碩士班，致力於電子

商務的實務研究與應用，更是鼓勵新世代應用科技來創新商

業營運。

結合第一科大EMBA同學企業經營的經驗與資源，第一屆全

國電子商務創業競賽希望提供全國青年一個展現創新電子商

務營運的舞台，更期待新世代可以跨越疆界，讓新創的電子

商務企業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參賽資格 參賽隊伍每隊以2-10人為原則，不含指導老師，沒有資格限

競賽獎勵

特優 獎金新台幣100,000元、獎狀乙紙

優勝 獎金新台幣 50,000元、獎狀乙紙

佳作 獎金新台幣 20,000元、獎狀乙紙

競賽內容

以「電子商務創業」為主題，提出創業構想及計劃書。內容

包含產品(服務) 說明、核心技術、競爭優勢、目標客戶、價

值主張、關鍵活動、關鍵資源、成本分析、收益來源、預計5

年盈收。
競賽地點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競賽及報名 請參考官網：http://ecec2017.nkfust.edu.tw/



競賽名稱（中文） 2017 第三屆德明盃全國技專校院行動商務創意競賽

競賽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三) 執行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

協會、戰國策集

報名日期 起至 106 年 11 月 27 日(一) 止

競賽簡介

為配合全球智慧手持行動裝置時代的來臨，行動商務是目前

未來產業轉型的第 一選擇。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攝

影產品等行動裝置的問世，不但改變人們 的生活模式和消費

習慣，當然也影響了企業營運模式。企業可以更具創意、更

有效 率的方式與消費者和員工溝通、並執行各項業務作業，

同時也大幅提升其對市場反 應能力、優化顧客服務，甚至是

開拓新的業務市場。藉由辦理行動商務創意比賽， 培養學生

具有網路行銷、行動裝置創業、商品發表等能力，激發創意

和創新的商品 平台思考方向，提升實務就職技能與競爭力。

參賽資格 全國大專校院對行動商務創意有興趣之在校學生

競賽獎勵

(一) 決賽：依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 佳作 30 隊（各隊頒發團隊獎狀乙只）

2. 優等 20 隊（各隊頒發團隊獎狀乙只）

3. 特優 12 隊，邀請至決賽現場，進行口頭簡報

(二) 總決賽：依總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1. 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

2. 決賽亞軍 2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3. 決賽季軍 3 隊（全隊獎金 500 元整）

4. 決賽佳作 6 隊 5. 獲得上述獎項各隊頒發團隊獎狀乙只

競賽內容

(一) 競賽主題

APP 行動創業商品 以實體商品為主，在網路上及 APP 運作

實體行銷

APP 行動創業服務  運用行動化之創業資源服務，連結創業

網路或產業環境等相關

(二) 競賽方式

1. 製作 APP 行動創業商品或 APP 行動創業服務（二擇一）

為主題

2. 參賽隊伍需將作品成果製作報名表（如附件一）、APK 檔

案、PPT 檔案，並請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一)前 e-mail：

ecamp@testcenter.org.tw 信箱，逾期、不符合格式 之報名

表或 PPT 檔案，恕不予受理，視同放棄參賽

3. 入選隊伍作品不能修改，總決賽作品當天由主辦單位提供
競賽地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綜合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

競賽及報名 請參考網址 http://tkmmoc.takming.edu.tw/baddep/page.aspx?id=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