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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想像你的行動未來 

A World Changed By Mobile Device 

 
2015 行動城市 智慧生活 

APP 創意競賽活動 

活動辦法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2015-08-28 

主辦單位：精誠資訊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活動網址：APPContest.syst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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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競賽宗旨 

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各界好手的想像力，徵求在行動應用領域，具有創新、活力

的參賽團隊，提出你們的 APP 唉滴兒，具體實現你們的夢想，就有機會拿到精

誠資訊提供的高額獎金！ 

貳、 競賽題目 

從日常生活出發，思考使用者需求，結合行動應用技術，提出最具創意的 APP

設計方案。參賽團隊需以行動應用技術為提案或開發方向，提案設計需符合下述

至少一個應用類別，並設計符合使用者經驗與需求的系統、軟體、產品、服務、

應用或整合方案。 

應用類別 說明 

智慧醫療 利用行動應用裝置的特性，設計預防、急救、通報、健康

管理等相關應用 

行動商務 行動裝置上的電子商務如行動業務員、EIP 或 CRM 等相

關應用  

行動支付 包含零售系統的行動支付、會員管理及紅利積點等相關應

用 

穿戴式裝置 結合穿戴式裝置特性，設計延伸生活體驗的相關應用 

車載應用 以連網車輛為目標，設計人、車、路、雲智慧互動的創新

應用 

其他 與日常生活相關之 4G、旅遊、社交、行動評價系統等相

關應用 

 

參、 參賽資格 

一、參賽組別 

（一）新秀學生組：持有大專院校與碩博士班學生在學身份皆可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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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社會組：公營單位、民營單位、立案登記企業、個人代表。 

二、參賽成員 

（一）採團隊報名制，每隊參賽人員限 1-5 人，【新秀學生組】不包含指導

老師在內。 

（二）【新秀學生組】需有指導老師 1-2 人，由學校老師擔任，負責團隊的

參賽指導；【精英社會組】則不需指導老師。 

（三）參賽團隊需於報名表詳述每位團隊成員的個人基本資料、在此團隊中

的角色、個人專業項目或專長簡介。 

（四）參賽團隊需有 1 人為團隊代表人，代表人需負責與執行單位聯繫、確

認參賽文件/項目，擔任統一的聯絡窗口。 

（五）參賽團隊於參賽期間若需更換成員，需於總決賽前 1 個月提出申請，

由主辦單位核可後方可更換，如有違背，執行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或得獎資格。 

三、參賽作品 

（一）參賽作品需未曾參與國外或國內政府/民營單位所舉辦之競賽，或是

曾參與其他單位所舉辦之競賽。 

（二）所設計之作品，需選擇以 iOS 或 Android 作業系統進行開發，且需

可在 Android 4.0 或 iOS 6 以上之版本平台執行。 

（三）參賽作品於作品繳交時，需提供 APP 安裝檔及程式原始碼(*請參閱捌、

注意事項第二點說明)。 

肆、 競賽時程 

月份  日期 項目 

二月 

2/25（三） 公告競賽辦法 

線上報名開始 

繳交競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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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15（三） 截止收件 

 4/30（四） 公佈第一階段名單 

五月 5/29（五） 繳交提案建議書 

六月 6/15（一） 公告第二階段晉級作品 

八月 8/28（五） 作品展示發表審查 

公佈第三階段得獎名單 

備註：主辦單位依實際參賽情況，有權彈性調整競賽時程，如有更改，將主動通

知參賽隊伍。 

備註：總決賽審核地點為台中 Rich 19 大樓，如有更改，主辦單位將依實際場地

情況主動通知參賽團隊。 

伍、 作品繳交 

參賽團隊依主辦單位之規定，提交各階段評選作業的報名或作品報告，並將資料

mail 至 app@systex.com.tw。如有遲交，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評選作業 項目 大綱 繳交規定 

第一階段 報名資料及參

賽資格審查 

報名表 依附件之報名表格做資料填

寫 

第二階段 提案建議書 1. 競賽題目 

2. 團隊成員分工 

3. 市場分析 

4. 需求分析 

5. 提案說明 

� 檔名要求：報名編號_團

隊名稱_競賽題目_評選階

段 

� 文件格式：直式 PDF 檔

案，需含目錄及頁碼 

第三階段 作品系統展示 

（實機展示） 

1. 系統展示 � 檔名要求：報名編號_團

隊名稱_競賽題目_評選階

段 

� 提出 APP 安裝檔及原始

檔之相關證明(*請參閱捌、

注意事項第二點說明) 

� 作品系統的展示包含與

評審委員進行面對面答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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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主辦單位依評審委員決議，有權更改作品繳交內容與相關規定，如有更改，

將主動通知參賽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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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選標準 

一、 第一階段：報名資格審查 

評選項目 備註 

參賽報名文件是否齊全 符合兩項評選標準，即可進入初賽 

團隊成員與參賽主題是否符合參賽資

格 

 

二、 第二階段：提案建議書審查 

評選項目 比重 

市場分析 20% 

需求分析 20% 

提案說明 60% 

 

三、第三階段：系統展示評核 

評選項目 比重 

系統展示（實機展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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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頒發獎項 

一、新秀學生組 

項目 獎項內容 

冠軍 

 

獎金 8 萬元台幣支票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實習或工作機會（通過面試合格者） 

iPhone 6 一支 

亞軍 

 

獎金 5 萬元台幣支票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實習或工作機會（通過面試合格者） 

季軍 獎金 3 萬元台幣支票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實習或工作機會（通過面試合格者） 

 

二、 精英社會組 

項目 獎項內容 

冠軍 

 

獎金 12 萬元台幣支票 

優先與精誠集團議訂為合作夥伴之權利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工作機會(須通過面試合格者) 

iPhone 6 一支 

亞軍 

 

獎金 5 萬元台幣支票 

優先與精誠集團議訂為合作夥伴之權利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工作機會(須通過面試合格者) 

季軍 獎金 3 萬元台幣支票 



8 

 

優先與精誠集團議訂為合作夥伴之權利 

團體獎盃一座 

個人獎狀一只（依團隊成員人數頒發） 

精誠資訊工作機會(須通過面試合格者) 

備註：主辦單位依評審委員決議，有權新增佳作 1~3 名，以鼓勵參賽團隊， 

相關新增獎項內容，將主動通知參賽團隊。 

報名方式 

一、報名流程 

 

二、線上註冊報名 

2015 年 2 月 25 日起，請至活動網站 APPContest.systex.com.tw 完成線上報名，

以團體為單位，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後，即可取得參賽資格。 

 

三、Email 報名文件 

（一）新秀學生組：繳交新秀組報名表、身份證正反面掃描檔、學生證正反面掃

描檔（務必蓋上當學期的註冊章），Email 至 app@systex.com.tw。 

（二）精英社會組：繳交精英組報名表、身份證正反面掃描檔，Email 至

app@systex.com.tw。 

 

四、郵寄相關正本文件 

（一）填妥新秀學生組或精英社會組報名表，郵寄正本文件，當日郵戳為憑。 

（二）彙整上述資料後，統一郵寄至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60 號八樓   

114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18 號 

 APP 創意競賽執行小組收  

線上註冊報名
Email回傳
報名文件

郵寄相關正
本文件

報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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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作品不得含有任何足以破壞或干擾電腦系統或資料的程式及訊息，或

其他侵害他人權利或違法之內容，如因此而造成損失，將取消獲獎資格、追 

回獎金及獎座外，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應賠償主辦單位之

損失。 

二、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參賽隊伍擁有，第三階段所提出之檔案證明是為確

認參賽隊伍擁有完整的 APP 安裝檔及原始檔，主辦單位未經參賽隊伍許可，

不會擅自使用參賽隊伍之作品以做為商業用途。若有商業用途之需求，主辦

單位需與參賽隊伍另訂合約議之。 

三、參賽作品無論錄取與否均不退件，請參賽者自留檔案。 

四、得獎者將個別通知，並於本活動網站公告之；未得獎者將不另外通知。 

五、依據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獲獎獎金 NT$20,000 元(含)以上者，主辦單位依

法代扣得獎者 10%所得稅，外籍人士依法代扣稅率為 20%。 

六、參賽作品應為原始創作，不得侵害他人權利或違法之內容，如侵害他人或違

法除得以取消獲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座外，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 

負責，並應賠償主辦單位之損失。 

七、參賽者應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

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 

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且

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賽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 

八、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認可本報名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活動參賽規則如有

異動，依本活動網站最新消息公布為準。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 

釋權與活動更改之權利。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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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聯絡方式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APP 創意競賽執行小組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60 號八樓 

114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18 號 

Email：app@systex.com.tw 

活動網址：http://appcontest.systex.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