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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競賽緣起 

伴隨物聯網而來的海量數據、晶片技術的日趨成熟，以及演算法的持續

進化，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相關應用備受關注，已晉升

為全球重大科技技術之一，更將成為人類社會未來數位化的重點指標，各行

各業的人工智慧相關專利和智慧財產權競爭正急遽攀升。 

經濟部工業局為響應行政院「台灣AI行動計畫」，致力推動「AI智慧應

用服務發展環境推動計畫」，透過競賽媒合平臺，鼓勵資通訊業者與具AI

技術能量公司共同合作，佈局AI及邊緣運算產品，藉以發展對接市場需求的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期望產生更多軟硬整合的創新加值產品或服務，引領

臺灣以人工智慧多元化應用走向國際。 

貳、競賽宗旨 

「2019 AI+新銳選拔賽」宗旨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串聯國內資通訊業

者（以下簡稱需求業者）與AI技術能量公司（以下簡稱參賽團隊），共同發

展創新的AIoT加值產品或服務，進而促成「內外合作，加速研發」、「數位

轉型，硬軟整合」、「臺灣試練，走向國際」等目標。 

參、參賽資格 

以下條件須全數符合： 

一、 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成立 7 年內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

司，且事業體及其經理人未具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 3 條所稱投資人【註
1】之情事。 

二、 具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類神經網絡等 AI 技術透過影像辨識、自然

語意/音、演算法、數據分析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核心能力。 

三、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註
1
】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
資許可辦法」規定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者。而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投資第三地區之公司，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二、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地區之投資，不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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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規範與競賽主題 

一、 參賽團隊須依據需求業者提出之競賽主題內容，於 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23 時 59 分前完成提案計畫書及參賽同意書，並上傳

至網站。 

二、 每一參賽團隊僅限選定 1 家需求業者，且每一參賽團隊之獎勵數量

以獲得通過初選或通過決選各乙次為限，非以提案之需求項目數量

計算。 

三、 競賽網站：https://aicontest.tca.org.tw。 

四、 競賽主題如下，敬請參閱，詳細內容請至網站【檔案下載】處下載。 

需求業者 需求項目說明 

宏碁雲端技術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一、 需求一說明 

(一) 需求主題：以低 GPU 算力資源於邊緣端完整運行人體影像分類

作業。 

(二) 需求情境： 

1. 可識別之行為須包含：站立，行走，坐著，躺著。 

2. 可支援多人同時識別: 至少 5 人以上。 

3. 必須支援具有 0.2 TFLOP GPU 加速的 TensorFlow Lite 或

SageMaker Neo 等 SDK。 

4. OS 平台: Android 7.1 and Linux Debian 9.5。 

5. 機器學習用來推論之模型大小: 需小於 200MB。 

(三) 階段目標： 

1. 每秒輸出之影像幀數 FPS (Frame per Second): 至少 5 

FPS。 

2. TAR (True Acceptance Rate，確認接受率): 90% 以 1080p

之 Camera，距離在 20 公尺以內。 

3. 實證結果驗收：在 Acer 所經營商店或所合作商家場域中驗

證。 

二、 需求二說明： 

(一) 需求主題：以低 GPU 算力資源於邊緣端完整運行人體靜/動態

預估。 

(二) 需求情境： 

1. 可識別之行為須包含：站立，行走，睡覺，跌倒。 

https://aicontest.tca.org.tw/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byoc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by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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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業者 需求項目說明 

2. 可支援多人同時識別: 至少 3 人以上。. 

3. 必須支援具有 0.2 TFLOP GPU 加速的 TensorFlow Lite 或

SageMaker Neo 等 SDK。 

4. OS 平台: Android 7.1 and Linux Debian 9.5。 

5. 機器學習用來推論之模型大小: 需小於 200MB。 

(三) 階段目標： 

1. 每秒輸出之影像幀數 FPS (Frame per Second): 至少 2 

FPS。 

2. TAR (True Acceptance Rate，確認接受率): 90% 以 1080p

之 Camera，距離在 10 公尺以內。 

3. 實證結果驗收：在 Acer 所經營商店或所合作商家場域中驗

證。 

三、 需求三說明： 

(一) 需求主題：以低 GPU 算力資源於邊緣端完整運行烘焙品與水果

分類。 

(二) 需求情境： 

1. 可識別之物件須包含：烘培品/水果。 

2. 可支援多物件同時識別:至少 20 件烘培品/水果。 

3. 必須支援具有 0.2 TFLOP GPU 加速的 TensorFlow Lite 或

SageMaker Neo 等 SDK。 

4. OS 平台: Android 7.1 and Linux Debian 9.5。 

5. 機器學習用來推論之模型大小: 需小於 200MB。 

(三) 階段目標： 

1. 每秒輸出之影像幀數 FPS (Frame per Second): 至少 2 

FPS。 

2. TAR (True Acceptance Rate，確認接受率): 90% 以 1080p

之 Camera，距離在 50 公分以內。 

3. 實證結果驗收：在 Acer 所經營商店或所合作商家場域中驗

證。 

四、 需求四說明： 

(一) 需求主題：以低 GPU 算力資源於邊緣端完整運行自然語言轉文

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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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業者 需求項目說明 

(二) 需求情境： 

1. Speech to Text (English language) 

2. Must support TensorFlow Lite or SageMaker Neo with 

0.2 TFLOP GPU acceleration. 

3. Platform: Android7.1 

4. Model Size: Smaller than 1GB 

5. 語音轉文字(語言: 英文) 

6. 必須支援具有 0.2 TFLOP GPU 加速的 TensorFlow Lite 或

SageMaker Neo 等 SDK。 

7. OS 平台: Android 7.1 and Linux Debian 9.5. 

8. 機器學習用來推論之模型大小: 需小於 1GB。 

(三) 階段目標： 

1. WER(Word Error Rate) : 0.20(common voice) 

2. RTF(Real Time Factor) : 0.30 

3. 實證結果驗收：在 Acer 會議室內驗證. 

利凌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一、 需求說明 

(一) 需求主題：3D 點雲 (Point Cloud) AI 辨識系統，利用 TOF 攝

影機產生的點雲資料,進行 3D 的 AI 辨識。 

(二) 需求情境：有鑑於醫療產業醫護人員的缺乏，居家看護及病房照

料對於「跌倒偵測」有殷切需求，惟 RGB 影像雖可針對肢體分

析來達到跌倒偵測，但 RGB 影像尚有隱私權爭議,另 RGB 2D 影

像未有深度資訊，須利用雙攝影機等技術完成 3D 立體影像來針

對人體姿態精準定位，TOF 攝影機可滿足「價格俱競爭力」及

「影像隱私的顧慮」。為此，TOF 點雲 AI 技術可應用在智慧醫

療跌倒偵測議題。 

(三) 階段目標： 

1. 3D AI TOF 點雲資料 training & inference： 

(1) 建立 3D AI 深度學習網路。 

(2) 搜集 3D 點雲資料庫，以物件辨識為主題，可辨識桌子、椅

子、床鋪等主題。 

2. 3D AI TOF 攝影機物件辨識： 

以辨識桌子、椅子、床鋪等主題，各提供 30 個點雲資料庫，

進行資料 training & inference。 

https://www.meritlilin.com/
https://www.meritli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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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業者 需求項目說明 

3. 3D AI TOF 攝影機肢體行為辨識離床警示： 

當物件可進行辨識後，按人體點雲資料庫，進行 3D 點雲姿態

辨識。 

緯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 需求一說明 

(一) 需求主題：研發可即時與長期量測 ECG/G Sensor 裝置，並即

時傳輸到雲端伺服器，透過不同波型輔助醫生判讀各式心臟問

題。. 

(二) 需求情境： 

1. 病患於醫院無法判定是否為心臟問題。 

2. 需要長期(二到三周)監控。 

(三) 階段目標： 

1. 串接 ECG/G Sensor 模組，透過藍芽與 4G 即時傳輸至伺服

器。 

2. 存儲 ECG/G Sensor 資料，並可查詢病患任一時段(10 秒為

一區間)資料，以圖像方式呈現。 

3. 建立智能波型分類模型。 

4. 當識別到特定波型分類，以 IM(Line/Messager)對醫生進行

通知。 

二、 需求二說明： 

(一) 需求主題：研發可實際運用於醫療場域之高精度/高密度 30cm

以內追蹤定位系統、移動偵測、虛擬電子圍籬、低電量偵測應用

功能。人員/設備配戴主動型標籤為發報來源。 

(二) 需求情境： 

1. 病患活動異常靜止警示。 

2. 年長者/復健病患活動力分析報表。 

3. 護理人員尋找病患定位應用。 

4. 人力/設備調度中央監控調度平臺。 

5. 移動式設備使用稼動率分析。 

(三) 階段目標： 

1. 具備高精度平均 30cm 以內的無線定位技術：選用 10 個點採

樣數 100 次，10 個點內需有 9 個點平均精度在 30cm 以內

並採用自行研發演算法。 

https://www.wiadvance.com/
https://www.wiadv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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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業者 需求項目說明 

2. 需使用 2.4GHz 以外通訊頻段。 

3. 無線通訊技術需可容納 100 個標籤同時運作（標籤每秒發報

4 次）。 

4. 達成虛擬電子圍籬。 

5. 定位地圖平臺可展示定位效果。 

達明機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 

一、 需求說明 

(一) 需求主題：結合 AI 與 3D 視覺辨識技術，使機器手臂對於複雜

環境內的多種類物件能有高度的辨識與定位能力，能精準且快速

地完成取放物任務。 

(二) 需求情境：無人化商店自動結帳作業與商品上下架、商品裝箱與

包裝作業、資源回收取放分類（如寶特瓶、鋁箔包等）、蔬菜水

果篩檢分級、物體整理與指定品項尋找等。 

(三) 階段目標： 

1. 已知物體的識別與取出：在多種物體中辨識指定物件，並計

算其姿態，引導手臂將其取出並擺放至指定治具內。該物體

可先透過建模或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導，視野中的多樣不同物

體可能有部分遮擋或堆疊識。 

2. 未知物體的最佳夾取點偵測與取出：根據機器手臂末端的夾

爪或吸嘴，在多種未知物體中學習最合適的取物點。可預先

提供部分物體進行訓練，視野中的多樣不同物體可能有部分

遮擋或堆疊 3D AI TOF 攝影機肢體行為辨識離床警示。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 需求說明 

(一) 需求主題：在既定 FPS 下，以 AI 動態調節硬體各程式執行時

CPU/GPU 的功率輸出。 

(二) 需求情境：Windows 執行時, AI 模型透過由不同程式執行時需

求之效能，以 FPS 為特徵值，動態調整 CPU/GPU 瓦數輸出。 

(三) 階段目標： 

1. 競賽團隊可得知螢幕 FPS 數值，收集各應用程式執行時

CPU/GPU 輸出瓦數, 建立運算模型。 

2. 於 10 個應用程式運行條件下，交叉比對動態調整 CPU/GPU

輸出瓦數, 達成穩定 FPS 的效果。 

3. 於 20 個以上應用程式運行條件下，交叉比對動態調整

CPU/GPU 輸出瓦數, 達成穩定 FPS 的效果。 

http://tm-robot.com/tw/www/About.php
http://tm-robot.com/tw/www/About.php
https://www.gigabyte.com/
https://www.gigaby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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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賽時程 

流程 時間 團隊參與內容及繳交資料 

競賽報名 

與 

資格審查 

即日起 

至 6/13 

1. 至競賽網站【我要報名】處，線上填寫報名資料，取得「案

件編號」。 

2. 報名表完成後，請至「檔案下載」區，下載參賽同意書(附

件二)及提案計畫書(附件三)。 

3. 參賽同意書須用印： 

(1) 同意書用印後，於報名截止時間前，以 PDF 檔上傳至

競賽網站「參賽專區」。 

(2) 同意書正本，請於報名截止時間前寄至： 

台北市電腦公會 

2019 AI+新銳選拔賽 徐先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4. 提案計畫書，請依據選定主題之需求，於報名截止時間前

依格式完成，並上傳至競賽網站「參賽專區」 

5. 參賽團隊應參加需求說明會，與需求業者洽談。 

6. 執行單位將依據參賽團隊提供資料審閱參賽資格。 

需求 

說明會 

6/4 

6/5 

1. 邀請需求業者與參賽團隊共同出席，由需求業者說明內

容，並於現場進行交流。需求說明會資訊公告於競賽網站。 

初選 6 月 

1. 參賽團隊需依執行單位通知之時間，出席初選會議。 

2. 出席初選會議時，參賽團隊需另行準備簡報，說明提案計

畫並接受評審詢答。 

3. 需求業者須派員參與評審作業（書審、初審）。 

初選公告 7 月 1. 執行單位依據初選結果告知參賽團隊。 

實證期 7-9 月 

1. 依據需求業者與參賽團隊共同制訂的提案目標及時程，進

行實證作業。 

2. 執行單位將協助安排召開進度檢視會議。 

決選 

頒獎典禮 
10-11 月 

1. 參賽團隊需依執行單位通知之時間，準備簡報及成果報

告，出席決選會議與頒獎典禮。 

2. 辦理日期及相關資訊會再行通知。 

3. 需求業者須派員參與評審作業（決選）。 

*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視實際情況需要，調整各項時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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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與流程 

一、 本次競賽採線上報名，請至競賽網站【我要報名】處，依序完成

註冊登錄及填寫競賽報名表。 

二、 上述競賽報名表完成後，請下載參賽同意書、提案計畫書，依據

規格完成後上傳至網站「參賽專區」，同意書正本寄至台北市電腦

公會。 

三、 本次競賽線上報名截止時間為 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23

時 59 分，請參閱本競賽辦法之競賽時程。 

柒、評選方式 

一、 評選團隊由需求業者代表、學界專家等共同組成。 

二、 初選： 

(一) 參賽團隊出席初選會議時，需繳交提案計畫書、初選簡報(簡報

格式不拘，內容應包含團隊能量介紹、需求選擇說明、國內外市

場分析、解決方案說明、可行性分析等)，說明提案計畫並接受

評審詢答。 

(二) 評選團隊依初選評選標準執行初選作業，核定實證獎勵資格。 

(三) 參賽團隊取得實證獎勵資格後，須與執行單位完成簽約，並且須

全程參與企業需求實證作業、遞交實證成果報告，並完成決選階

段所有作業後始可領取獎勵。 

(四) 初選評選標準如下： 

項目 說明 內容 比重 

團隊 

能力 

團隊過往與 

選拔活動現場表

現 

 團隊過往實績說明 

 對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類神經網

絡等AI技術與應用專長 

 團隊目前營運現況與商業合作計畫 

 簡報說明、臺風與問答反饋 

30% 

適切性 對應需求程度 

 業者需求與應用情境設計 

 國際雲端平臺應用規劃 

 使用者介面設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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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內容 比重 

可行性 
技術或應用 

可行性程度 

 資料蒐集、整備規劃 

 終端設備或邊綠運算產品支援能力 

 AI模型正確率/速度之目標設定 

 實證場域建置構想 

 目標市場導入與行銷計畫 

40% 

三、 決選： 

(一) 參賽團隊出席決選會議時，需繳交實證成果報告、決選簡報(簡

報格式不拘，內容應包含解決方案驗證情況說明、未來延續作法

等)，說明計畫實證結果並接受評審詢答。 

(二) 評選團隊依決選評選標準執行決選作業，於參賽團隊繳交實證報

告、決選簡報後，核定優勝團隊並提供實證獎勵(優勝團隊每隊

最高可再獲得新臺幣 500,000 元)。 

(三) 決選評選標準如下： 

項目 說明 內容 比重 

可行性 

驗證 

技術或應用 

可行性驗證情形 

 資料蒐集、整備情形 

 終端設備或邊綠運算產品支援程度 

 終端設備運作環境測試 

 AI模型正確率/速度之驗證結果 

 目標市場導入與行銷計畫佈建情形 

 實證場域建置達成情形 

40% 

適切性 

驗證 
執行完整程度 

 應用情境說明 

 國際雲端平臺應用情形 

 使用者介面操作 

40% 

合作 

計畫 

需求業者與團隊

實證過程配合情

形與未來商業計

畫 

 需求業者與團隊配合情形，包括技

術討論、遭遇困難與解決方案等 

 未來商業可行性規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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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勵方式 
 

獎項 獎勵內容 說明 

初選 
新臺幣 200,000 元 

（每隊） 

 通過初選即獲得獎勵資格。 

 取得獎勵資格後須與執行單位完成簽

約，並且須全程參與企業需求實證作

業，遞交實證成果報告並完成決選作業

後方可領取獎勵。 

決選 
新臺幣 500,000 元 

(每隊最高) 

 由評選團隊遴選出優勝團隊及獎勵金

額。 

 優勝團隊每隊最高可再獲得新臺幣

500,000 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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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注意事項 

一、 參與本競賽之需求業者及參賽團隊，視同同意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定，若有

任何爭議，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若有違反競賽辦法之事

宜，致損害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相關權益，違反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二、 參加選拔產品若以既有產品、服務、或解決方案參加選拔，需說明參加選

拔後該產品、服務、或解決方案所新增之處。 

三、 獎勵將由評選團隊視參賽選拔作品水準，與實際情況作彈性調配，必要時

得以「調整」或「名額增加或從缺」辦理。 

四、 參加選拔作品及提供資料之內容須遵守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

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等法律規定，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應取得權利人之

合法授權，不得有涉及抄襲、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若

經發現、檢舉或告發有違反參選辦法、不實陳述或有侵害他人權益之情

事，由參賽團隊負擔一切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留獎項暫緩公

布之權利，至確認無前述權利爭議情形；或異議者、權利人於知悉侵權情

形逾一個月仍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或法院提起權利救濟或提起後撤回者。 

五、 參加選拔作品若經主管機關或訴訟程序確認侵權情形屬實者，主辦單位及

執行單位得取消參加選拔、得獎資格並追回相關獎勵。 

六、 除提案計畫書、初選簡報、實證成果報告及決選簡報之著作財產權外，參

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權益，歸屬參賽團隊所有。惟參賽團隊(若為未成年人

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基於推廣本競

賽之目的，以不限區域及非營利之方式使用其參賽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拍

攝或請選拔隊伍提供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以紀錄相關活動，並使用、編

輯、印刷、展示、宣傳、報導、出版或公開其參加競賽成果、個人肖像、

姓名及聲音等。 

七、 參賽團隊繳交之提案計畫書、初選簡報、實證成果報告及決選簡報，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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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團隊為著作人，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取得著作財產權，非經主辦單位

及執行單位授權，參賽團隊不得重製、改作、編輯、散布、公開口述、公

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及出租上開著作。如

未涉及著作人格之誣衊，參賽團隊不得對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行使著作人

格權。參賽團隊對外公開發表時應經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意，並於著作

上標明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辦理。 

八、 通過決選之參賽團隊須同意優先提供合作實證之需求企業相關技術或服

務，需求企業應支付合理報酬以締約方式進行後續承作（如無意願需事先

說明理由）。需求企業未取得參賽團隊合作同意，不得取用參賽團隊相關

技術或服務；未取得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意，不得取用參賽團隊之提案

計畫書、初選簡報、實證成果報告及決選簡報。 

九、 基於參賽團隊管理、報名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認、活動聯繫、寄送獎品、

選拔活動相關訊息聯繫及相關行政作業之目的，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蒐

集、處理及利用參賽團隊成員之個人資料。 

十、 參賽團隊之所有成員必須提供詳實之個人資料，不可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

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取消其參加

選拔及得獎資格。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

相關權益，參賽團隊全體隊員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參賽團隊成員因本競賽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得

向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

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依法必須保留者不在此限，若因

此致影響參加選拔或得獎及受領獎項權益者應自負責任。 

十二、 需求業者、參賽團隊同意就參與本競賽而知悉或持有主辦單位、執行單

位或他方之商業機密及其他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不得以任何方法

洩漏或公開予其他第三人，亦不得為自己或其他人之利益，使用該資

訊。如有違反本保密約定者，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權終止合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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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選拔、得獎資格、追回相關獎勵，違反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違

反者聘僱人員之違約行為，亦視為違反者之違約。 

十三、 凡獲選之競賽團隊必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相關選拔、表

揚、補助及媒體採訪報導等工作，並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後

續效益追蹤 3 年。 

十四、 參賽團隊內部分工或權益分配(如獎金領取及分配)，若有任何爭執疑

問，應由團隊應自行處理，主辦及執行單位不涉入爭議。 

十五、 凡報名參加者，應遵守競賽辦法內各項規定，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及

執行單位有權利取消參加選拔資格並追回已得之獎勵與獎項，且得公告

之。若有違反競賽辦法之事項，致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受有損害，得獎

隊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六、 未經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團隊其他成員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競賽之

權利與義務。 

十七、 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定之解釋與適用，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

權，任何有關的爭議，均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八、 本競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

保留修改及補充(包括活動之任何異動、更新、修改)之權利，並以本競

賽網站(https://aicontest.tca.org.tw)公告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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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聯絡資訊 

台北市電腦公會 

(一) 徐先生 

Email：barry_hsu@mail.tca.org.tw 

電話：（02）2577-4249 #326 

(二) 高小姐 

Email：alexia@mail.tca.org.tw 

電話：（02）2577-4249 #399

mailto:barry_hsu@mail.tca.org.tw
mailto:alexia@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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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9 AI+新銳選拔賽報名表格式 

*格式僅供參考，請至網站【我要報名】處填寫 

2019 AI+新銳選拔賽 

報名表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全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設立日期  

*資本額  

*員工人數  *研發人員數  

團隊隊長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郵  

團隊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郵 

 
 本競賽團隊同意參加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 AIoT SIG，共同推動臺灣

人工智慧應用。 

 本競賽團隊同意遵守競賽辦法內之各項規定。 

 

https://seminars.tca.org.tw/D15m008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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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9 AI+新銳選拔賽參賽同意書格式 

 

2019 AI+新銳選拔賽 

參賽同意書 

參賽團隊 
 

案件編號  

需求業者  

需求選定 
 

能量說明 

一、 擅長之 AI 應用技術： 

二、 主要 AI 應用產品或服務： 

三、 曾執行之專案： 

四、 曾獲獎項、補助或獎勵： 

五、 融/增資狀況： 

六、 前一年營業額（選填）： 

七、 成立證明（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查詢後頁面）： 

 



18 

本單位_________（請填寫單位名稱）____________報名參加「2019 AI+

新銳選拔賽」，知悉競賽辦法且同意遵守參賽者相關權利義務之規

定，如有違反，本單位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取消參加選拔/得

獎資格、追回相關獎勵，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不得異議，特此證明。 

 

此致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立同意書人 

單位名稱：OOOOOO   (用印) 

負責人：OOO       (用印) 

統一編號：OOOOOOOO 

地址：OOOOOOOO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O O O 月 O O O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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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9 AI+新銳選拔賽提案計畫書格式 

 

 

 

2019 AI+新銳選拔賽 

提案計畫書 

 

 

 

參賽團隊： 

案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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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採微軟正黑體 14 號字) 

壹、 需求業者/需求說明 

（欲提案之需求業者、需求項目、為何選擇此需求項目） 

貳、 計畫內容與實證方法 

一、市場需求與國內外競爭分析 

二、AI 解決方案說明 

（一） 使用情境描述 

（二） 系統架構與功能規格 

（三） 國際雲端平臺應用規劃 

（四） 使用者介面設計 

（五） 分期查驗點執行內容 

參、 可行性分析 

一、技術可行性分析 

（一） 資料蒐集、整備規劃 

（二） 終端設備或邊綠運算產品支援能力 

（三） AI 模型正確率/速度之目標設定 

二、驗證場域構想與規劃 

三、目標市場導入與行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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