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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未來城邦-高雄創新創業大賽 

智慧科技 x 數位之都 
 

KO-IN Dreamer ARENA 
KO-IN to Kaohsiung   Fight to Future 

  

 

參賽須知 
指導單位： 高雄市政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 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協辦單位： Rainmaking Innovation 

 南翔創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贊助單位： 數位時代 

 愛爾發傳播有限公司 

 彤勝有限公司 

 耀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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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目的 

高雄市政府設置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以下稱 KO-IN 智高點），

以培育智慧科技新創團隊並協助新創事業起飛進而構築高雄創新產業

鏈，推動高雄市邁向智慧城市為其願景目標。基於扣合上述目標，擬舉

辦 2019 未來城邦-高雄創新創業大賽（以下稱 KO-IN Dreamer ARENA），

以大高雄為智慧科技創新創業競技場，透過高雄市政府與在地企業提出

這座城市需要被解決的公共、民生與產業問題，邀請國內外創業高手解

題，促成市場需求與解決方案完整對接，達成技術商業化以及新創事業

順利起飛之目的。 

對此，KO-IN Dreamer ARENA 將廣發英雄帖，邀請各方創業高手

同場競技，依據其技術專長，針對有興趣解決並希望商業化的競賽主題

提出對應之解決方案以及商業發展規劃，並經由高市府代表、行業投資

人以及產學研專業人士共同組成的 KO-IN Dreamer ARENA 評審團進行

評選，共同尋求未來發展智慧高雄城市的各項潛在解決方案並且孵育以

及投資具有高發展潛力的新創團隊成長起飛。 

貳、 競賽主題 
邀請競賽團隊從民生體驗、交通安全、農業創新、藝文港都、製造

領航、健康樂活等六大主軸（圖 1）與對應的競賽主題（附件 1）去思索

如何扣合智慧科技來提出完整解決方案並將其想法轉化成商品或服務

模式，共同創造多贏局面。 
 
 
 
 
 
 
 

 
 

 
圖 1  2019 KO-IN Dreamer ARENA 競賽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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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期程及地點 
自公告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止，為期約 4 個月（表 1）。 

表 1  2019 KO-IN Dreamer ARENA 期程規劃表 

競賽重要期程 日期 地點 

辦法公告 5/27(一) KO-IN 
官網 

報名期間 5/27(一) 
至 7/8(一) 

KO-IN 
官網/ 

各大平台 
初選-BP 書審 

(公告入選團隊) 7/29(一) 

南臺灣跨
領域創新
中心 

(高雄市中
正三路 25
號 15 樓) 

創業心法練功坊 
(課程資訊如第陸章培訓機制) 

8/9(五)~8/10(六) 
8/16(五)~8/17(六) 

第一階段評選 
(20 隊取 10 隊) 8/23(五) 

創業至尊練功坊 
(課程資訊如第陸章培訓機制) 

8/30(五)至
8/31(六) 

第二階段評選 
(第一階段獲選 10 隊+推薦 5 隊，共 15 隊取 7 隊) 9/6(五) 

主題式創業講座（開放自由參加） 
上午場：創投想要告訴創業者的事 

     下午場：股權設計與募資策略 
9/20(五) 

決選與
投資 
媒合會 

決選 
Demo pitch / Defense 每隊各 40 分鐘(20+20) 
（可能以網路直播方式呈現） 

9/27(五) 

高雄科技
大學-第一
校區 
圖資大樓
6 樓國際
會議廳 &
創夢工場
創意教學
室 
(高雄市楠
梓區卓越
路 2 號) 

投資媒合或商機合作洽談 
（採邀請制，相關程序與辦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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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賽資格(二擇一) 

一、 公開徵選團隊（全程參與評選） 

(一) 擁有創新技術、商品、服務且已具備創業計畫或已新創 3 年內之國

內外新創團隊/公司且選定競賽主題者。 

(二) 規定至少 3 位、至多 5 名共同組隊參加，團隊成員需包含：新創事

業(預計)負責人、主要研發人員與商業開發人員至少各 1 位。 

(三) 各階段培訓營與評選活動，均至少應有 3 名成員出席參與。負責人

需親自出席各階段評選活動與媒體廣宣活動。 

二、 外卡團隊（參與第二階段評選） 

(一) 團隊須完全符合前項【一、公開徵選團隊】所列之資格。 

(二) 經具備下列競賽經驗或計畫補助之表現傑出團隊，得自行申請為外

卡團隊並經主辦單位推薦者，外卡隊數以 5 隊為上限。 
1. 創業競賽：獲得中央部會及高雄市政府各類創業輔導計畫/競賽活動 

(包含但不限於：FITI、龍騰微笑創業競賽、通訊大賽、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中華電信數位創新應用系列賽、光寶創新獎)等國內/外
新創團隊。 

2. 創業相關計畫：科技部推動之相關產學、創業培訓計畫(如：STB、
SPARK、萌芽等計畫等)，以及教育部推動之 U-START 計畫等等。 

(三) 需先完成「創業至尊練功坊」培訓後，直接參與「第二階段評選」。 

伍、 報名方式 
透過網路報名及檔案上傳的方式，自即日起至收件截止日前，均可

進行報名。（文件繳交規格如附件 2）。 
網址：https://koin.kcg.gov.tw/。 
 

  

http://koin.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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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培訓機制 

競賽重要期程 日期 

創業心法練功坊 

09:30-12:30「必懂的法規與技術實施問題」 
13:30-16:30「看懂專利說明書與學會基本檢索」 8/9(五) 

09:30-12:30「找出創業團隊與合作夥伴」 
13:30-16:30「找出市場未滿足需求與核心技術關聯性」 8/10(六) 

09:30-12:30「創業 BP 實戰教練」 
13:30-16:30「業師 Coaching 時間」 8/16(五) 

09:30-12:30「各組 BP 實戰演練」 
13:30-16:30「業師 Coaching 時間」 8/17(六) 

 業師全程參與培訓營，1 人輔導 2 團隊。 
 經 3 天培訓與 1 天演練後，參加「8/23 第一階段評選」。 

創業至尊練功坊 

09:30-12:30「商業模式設計與產品(服務)訂價行銷策略」 
13:30-16:30「財務基本觀念建立與合理財務預測」 8/30(五) 

09:30-12:30「各組 BP 實戰演練」 
13:30-16:30「業師 Coaching 時間」 8/31(六) 

 經 1 天培訓與 1 天演練後，參加「9/6 第二階段評選」 
 外卡團隊需參與「創業至尊練功坊」及「9/6 第二階段評選」 

備註：9/20 將舉辦兩場創業講座，採開放式自由報名參加。 

柒、 評選標準 

競賽階段 評選標準 評選隊伍 

 初選 
(BP 書審海選) 

【商機驗證】 
 解決方案創新性 
 創意可執行程度 
 潛在市場商機 

廣徵國內外各路英雄好漢的
解題創意與創業 BP，經由官
網報名與上傳規定資料，以
書面審查評選出 20 隊 

第一階段評選 

【技術驗證】 
 技術商品化可行性 
 技術/產品或商業模式之創新程度 
 團隊陣容 

透過創業新法練功坊，淬鍊
團隊執行力與競爭力，20 隊
評選出 10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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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階段 評選標準 評選隊伍 

第二階段評選 

【商品化驗證】 
 商業模式與營收預估之完整性 
 產品/服務之市場規模 
 產品/服務之競爭優勢 
 團隊執行力 

第一階段獲選 10 隊+外卡 5
隊，共 15 隊評選出 7 隊 

決選 

【市場驗證】 
 BP 規劃完整度 
 投資價值 
 市場價值 

第二階段獲選 7 隊透過
Demo pitch 與 Defense 決選，
以虛擬投資選出最具投資價
值的前 3 名參賽團隊。 

備註： 
(1) 決選方式以評審團進行虛擬投資，以持有之定額虛擬貨幣對 7 組團隊進行投資評估，投資金

額可從零元至全部持有總額，最後計算各隊所獲得之總金額，前三多的團隊為本次決選優勝

隊伍。 
(2) 評審團人數與評審背景將另行公告。 
(3) 決選將可能以網路直播方式進行。 

捌、 獎勵與後續輔導措施 
一、 獎勵金額 

決選第一名提供包含獎金在內可獲得百萬價值獎勵補助以及其他名

次之各項獎補助措施，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競賽獎勵補助明細與規範 

獎項 獎金 獎勵 

評審團首獎 
（第一名） 新台幣 500,000 元整 

 加值專業服務 350,000 元整 
 邀請申請進駐 KO-IN 智高點獨立

辦公室，最多補助 1 年 150,000 元
的租金與水電費用全額補助 

 總價值百萬 

銀獎 
（第二名） 新台幣 250,000 元整  加值專業服務 100,000 元整 

 邀請申請進駐 KO-IN 智高點共創
空間之固定席最多 3 席之一年租
金全額補助 銅獎 

（第三名） 新台幣 120,000 元整 

璞玉獎 經 8/23 第一階段評選進入前十名但未獲得上述前三名之團隊，
各可得 30,000 元獎金（不包含外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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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加值專業服務項目限定以下內容，可依需求調整搭配，總額限定如表 2。 

 工研院 IEK 報告有限下載 
 產品開發驗證 
 技術參展 
 專利檢索分析 
 國內外加速器專屬輔導 

(2) 若屆時 KO-IN 智高點空間已滿租，或因客觀條件必須調整進駐需求時（例如獨立辦公室空

間不足而改租共創空間，或共創空間座位不足額時），其差額將可換取等值之加值專業服務。

但若自行放棄申請進駐者，則不予補助；且獨立辦公室坪數大小不構成差額補償問題。 

二、 後續輔導措施 
(一) KO-IN 智高點輔導資源：經書面審查通過之前 20 名團隊與外卡 5 名

團隊均可於 2019-2020 年期間獲得 KO-IN 智高點創業育成各項輔導

資源（如附件 3）。如為進駐 KO-IN 智高點者，則依進駐期程提供輔

導資源。 
(二) 輔導進駐 KO-IN 智高點：獲選參加決選之 7 名團隊可得優先申請進

駐 KO-IN 智高點。 
(三) 媒合對接機會：獲選參加決選之 7 名團隊可優先安排對接合適的商

業合作或投資媒合機會。 

玖、 媒體曝光 

一、 三階段新聞/雜誌露出 

(一) 初選入選前 20 名團隊，除正式公告外，將配合新聞露出。 
(二) 第一次評選及第二次評選入選之各團隊，除正式公告外，將配合新

聞露出以及視需求進行雜誌專題採訪報導(數位時代或今周刊等)。 

二、 媒體採訪/網路平台廣宣 

(一) 決選當天邀請媒體現場採訪並視需求得搭配網路直播賽況方式進行

廣宣，惟團隊簡報內容視情況得不公開。 
(二) 委託公關公司全程錄影與後製影片上傳 KO-IN 官網與網路平台廣宣，

惟團隊簡報內容視情況得不公開。 

壹拾、 衍生效益 
在全球經濟低迷下，長期投資氛圍是不佳的，全球各國政府無不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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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尋找下一個產業發展的新出路，青年創業議題也逐漸在全球發酵。期

許透過創新創業競賽的推動，協助地方青年化危機為轉機，讓具開創性

的商業概念脫穎而出，進而發展成新創公司或是讓懷抱著雄心壯志的創

業家在非正式場合與其他領域的人才交流，突破舊有產業框架蹦出好點

子進而轉變成創業，為現有的產業注入新生命，也讓青年能發揮長才，

成為穩固經濟的發展基石。 

壹拾壹、 相關規範與義務 
(一) 參賽團隊或企業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參選辦法及評審委員會

所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 
(二) 獲得獎勵補助以及 KO-IN 智高點輔導資源之參賽團隊或企業，同意

於本活動結束後 2 年內，無償配合主辦單位進行推廣宣傳，以及後

續成果追蹤等事項。 
(三) 獲獎參賽團隊或企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選資

格；對於獲獎參賽團隊撤銷其獎項並追回獎金、獎狀： 
1. 參選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2. 參選作品有剽竊、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專利、專門技術、著作權或其

他智慧財產權。 
3. 在評選會場有影響其他參賽團隊或企業，造成競賽不公的行為。 

(四)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改參選須知，並公布於官方網站。參賽團隊或企

業應經常瀏覽網站公告，不得以未知悉為由提出異議。 
(五) 活動網址：https://koin.kcg.gov.tw/。 

壹拾貳、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團隊於入選後，若未依前述規定出席各項培訓以及評選活動時，視同 

放棄比賽，提前淘汰。(詳見附件 2_切結書)。 
二、 主辦單位保有計畫內容與活動時程變更及解釋之權利。未盡事宜，將 
  另訂辦法說明並公告之。 

壹拾參、 聯絡資訊 
KO-IN 智高點工作小組 
 聯絡人：許小姐、曾小姐 
 聯絡電話：07-2223327 分機 447、442 
 e-mail：koinservice@gmail.com

https://koin.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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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KO-IN Dreamer ARENA 競賽主題列表 

#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1 

交通安全 

與 

健康樂活 

智慧化路口

號誌控制方

案 

市區道路交通壅塞除了車流量龐大

導致外，路口號誌控制方式的運作

效率不佳也是原因之一，若能利用

現在多元交通資料(如車流偵測器

資料、公車 GPS 資料、電信資料

或手機 GPS 資料…等)，採用 AI 技

術分析、建立交通模型，預測與判

斷路口車況及號誌運作效率，即時

提出最佳號誌控制方案，發揮人工

智慧所能的優勢。 

(1). 如何有效掌握多元交通資訊與

號誌控制之關連性？ 

(2). 如何自動化號誌控制邏輯能反

應路口動態交通路況？ 

(3). 如何定義及確保整體路網的號

誌控制服務水準運作最佳化？ 

(4). 第一階段先以市區民族路、博

愛路、中山路等路段為初期驗

證場域。待解決方案經驗證通

過後，第二階段於本市全區擇

其他適當路段實施，後續視成

效擴大辦理。 

(1). 整合交通控制設備廠

商，進行完整 AI 號誌

控制系統整合開發，未

來提供政府交通單位進

行路口交通壅塞改善。 

(2). 整合交通單位交控系統

及路口號誌控制，達到

市區交通路網 AI 路口

自動化號誌控制，提升

路口號誌控制運作效

率。 

區域交控整合

計畫研究報告 

https://bit.ly/2vW

d4wL 

https://bit.ly/2WG

8peh 

 

提供本案解決

方案並經場域

測試驗證成

功，將納入執

行方案參考。 

交通局 

智運中心 

洪聖峰股長 

07-2223300 

#112 

2 

交通安全 

與 

健康樂活 

智慧號誌控

制器實作計

畫 

(1). 因應智慧交通及車聯網系統發

展，相關交通控制設備越來

越多，設備維護成本與日俱

增。因此設備整合實為本市

當前重要之課題。於符合交

通部頒訂之都市通訊協定 3.0

規範下，且不影響既有號誌

控制器功能下研發出新控制

系統，整合現有交通設備，

以減少設備維護人力與成

本，達到解決基礎交通設施

(1). 第一階段於本市選定 1 處路

口，進行智慧號誌控制器之研

發及整合不同設備所需之傳輸

與通訊功能，並制定通訊協定

格式，提供多元號誌控制功能

(號誌燈面故障偵測、交通量計

算、動態及優先號誌調整、偵

測行人觸動延長、時制計畫資

訊及路況績效廣播等)。所有交

通設施與號誌控制器結合，發

展整合控制多元交通設備，透

(1). 透過號誌控制器整合多

元交通設備，並制定通

訊協定格式，完成設備

資訊傳輸及多元交通控

制功能。 

(2). 控制器可具備模組化運

算功能，具軟體開發提

升控制器綜效功能，除

了處理動態(或優先)號

誌控制流程外，亦可學

習即時之人車路及環境

(1). 高雄市交

通局號誌

控制器功

能規範 

(2). 都市交控

協定 3.0 

交通局年度皆

編有例行性更

新汰換號誌控

制器，倘本計

畫完成制定號

誌控制器之設

備資訊傳輸及

多元交通控制

功能通訊協定

格式、功能開

發等，後續將

交通局 

智運中心 

莊政陽 股長 

07-2223300 

#102 

https://bit.ly/2vWd4wL
https://bit.ly/2vWd4wL
https://bit.ly/2WG8peh
https://bit.ly/2WG8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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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維護管理問題，並因應智慧

交通發展，開發所需功能。 

(2). 號誌控制器除整合現有交控及

管制設備之控制功能，並提

供路口交控裝置模組化設計

方案(模組化範圍包含控制箱

運算元、號誌顯示元或相關

路口設備及其配件)，及包含

物聯網通信機制，以降低管

理單位人力及資源損耗，提

供本單位因應未來智慧城市

發展中所需要的智慧交通應

用功能如下： 

I. 以人工智慧進行交通狀態計

量運算 

II. 採邊緣運算結合物聯網通信

機制作為交通計量資訊提供 

III. 人工智慧整合交通號誌控制

情境 

IV. 提供短距離車聯網專用通信

應用 

V. 滿足未來智慧交通所需霧運

算平台(軟硬體) 

過智慧化號誌系統，控制各設

備運作時段、通訊功能等，以

減少主機數量，進行既有設備

之整合與優化，可減少交通設

施建置成本與時程，並提升後

續維護效率。 

(2). 第一階段選定 1 處路口(詳細地

點待進一步討論)進行測試，待

研發生產之智慧號誌控制器經

測試通過後，第二階段於本市

全區擇適當路口 10 處實施，

後續視成效擴大辦理。 

資訊，供用路人及管理

機關決策參考。 

納入控制器規

範，依該規範

採購號誌控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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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VI. 具備動態交通時制控制作業

功能 

3 

交通安全 

與 

健康樂活 

智慧多元運

輸方案新選

擇 

(1). 高雄的大眾運輸服務(公車、

軌道運輸)在非都會核心區

域，常會有車輛週轉頻率

低、搭乘率不佳、票價提升

不易及業者需靠政府補貼才

能勉強經營等場域問題，有

廣大的服務提升空間。  

(2). 目前多以單一類別運具(自行

開車、步行或公共運輸)為

主，再提供轉乘資訊給使用

者，導致資訊不夠完整，往

往使用者必須再透過其他的

app 及管道查詢更多資訊，

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期望

可運用高自由度的共享交通

服務模式，在對應非熱門時

段、地區與特殊狀況等，可

補充現行大眾運輸服務的盲

點，提供民眾合適的出行服

務，現行是城鄉交通整合服

務的最新發展方向。 整合共

享式交通服務(叫車、租車、

(1). 提供一款具備多元且完整旅運

資訊的 app，提供民眾可以在

出發前及旅途中，依照自己擁

有的運具(自行車、機車或汽

車)、使用習慣或需求(租賃共

享運具、可接受之步行距離、

轉乘大眾運輸、尋找停車位、

搭乘計程車等)，甚至是當天的

天氣或心情，來選擇不同的旅

運模式。 

(2). 例如從三民區的住家要前往旗

津海水浴場，由使用者自行設

定預計到達目的地的日期及時

間，選擇可接受步行距離、可

使用的運具(機車、自行車、汽

車或公共自行車、共享機車

等)、停車、轉乘捷運(公車、

渡輪或輕軌)等需求，app 將提

供數種方案(包含出發時間、預

估到達時間、需步行距離、停

車資訊、轉乘時間、費用等，

而這些方案是綜合各類運具，

(1). 建構大量的資訊來源，

搭配符合需求的 app，

吸引民眾下載使用，當

使用人數到達一定規

模， 

(2). 可掌握本市轄內民眾的

移動需求，用以機動調

度公共運具或增闢符合

需求的路線或時段，以

提高公共運輸使用率； 

(3). 經由 app 導引民眾行駛

路徑、停車轉乘，以增

加道路效率；有益於提

升觀光消費。 

無 

提供本案解決

方案並經場域

測試驗證成

功，將納入執

行方案參考。 

交通局 

智運中心 

黃祺芳 

07-222330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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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共享電動機車、共享單車及

停車位)等交通服務產業生態

系，形成一個完整的共享交

通服務體系。 

非全部單一使用私人運具或公

共運輸)。 

(3). 用者依據自身喜好及需求條件

(所需費用、所需時間等)評估

各項方案，選擇最適方案，於

套用方案執行後，續可於旅途

中接收各種即時路況及觀光資

訊(活動、店家優惠)等通知，

並可依需求隨時調整行程。 

(4). 使用者透過 app 查詢旅運方

案，採用推薦方案執行並利用

行動支付搭乘公共運具、停車

費及至店家消費可享有專屬優

惠；使用者完成消費後亦可對

店家進行評價及留言。 

(5). 旅程中如是使用私人運具，還

可將 app 作為導航機使用，可

在路口處接受到該路口號誌紅

燈倒數秒數、路口衝突(來車或

行人)警告，及周邊緊急救護車

輛相對位置。 

(6). 旅程中，使用者亦可依自身的

使用情形，回饋通報所遇到的

交通事件(時間、地點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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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像)、影響範圍等，提供給 app

後台建構更豐富的資訊。 

(7). 另外此 app 可透過提供回饋點

數，鼓勵民眾查詢方案、套用

執行方案賺點；回饋點數可視

同現金於 app 內抵用消費。 

4 民生體驗 

電話客服系

統語音轉文

字功能 

(1).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聯合服務中

心 1999 話務中心每日需受理

上千通以上的人民陳情案

件，而這些受理的案件都需

要話務人員聽取民眾的敘述

後再記錄成文字，而在有限

的受理時間內，話務人員無

法依民眾的敘述逐字登打，

需要精簡後彙整成主述文

字，再經系統交換至各權責

機關辦理。 

(2). 惟有時因民眾語意不詳或與受

理同仁認知有異，故有時案

件主述內容會遭陳情民眾質

疑沒有如實表達，造成困

擾。如有語音轉換文字功

能，由系統自動將語音轉換

為文字，由話務人員審視適

(1). 以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聯合服務

中心 1999 話務中心各話務人

員話務系統及線上即時服務系

統為測試平台。 

(2). 測試期間 3 個月。 

(3). 錯誤率 10%以內。 

(1). 系統需嵌入話務系統及

線上即時服務系統。 

(2). 預先建立受理案件之主

要詞組，轉換時可直接

帶入。 

(3). 具可擴充詞組功能設

計，且便於內部人員擴

充維護。 

(4). 因民眾陳情有時會敘述

個資，故需提出個資保

護的具體作法。 

高雄市政府研

考會聯合服務

中心 1999 話

務中心歷年錄

音檔 

(1). 高雄市政

府研考會

聯合服務

中心可無

償提供案

件錄音檔

以供測試

辨識率之

用。 

(2). 提供本案

解決方案

之業者，

經場域測

試驗證成

功，亦可

應用於其

他類型之

聯合服務中心 

梁仕宏 助理

研究員 

07-3373686 

sonwing@kc

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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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度修正後再成案，一方面可

減輕話務人員登打文字的負

擔，可將節省的人力用於加

強回應民眾或與機關溝通協

調，另一方面也會有更確實

的紀錄，避免產生認知爭

議。 

電話客服

中心。 

5 民生體驗 

智慧化「供

應鏈融資平

台」計畫 

(1). 供應鏈為我國中小企業運作體

系之一，模式為供應商接到

中心廠訂單，需求資金買料

進行生產製造，供貨予中心

廠。現行機制中問題如下： 

i. 中心廠：供應商的信用與

週轉能力將影響本身生產

進度。 

ii. 供應商：規模相對小且缺

乏信用資料，不易融資。 

iii. 銀行：融資資料真實性，

風險控管與提升作業時

效。 

(2). 若藉由智慧科技(如人工智

慧、數據分析、區塊鏈等)，

降低銀行作業成本與風險，

縮短供應鏈廠商融資審核時

(1). 符合金管會等主管機關法令規

範。 

(2). 需結合供應鏈上、下游廠商與

金融機構共同參與。 

(3). 為協助各供應商向銀行融資，

除累積單一供應鏈之交易／信

用資料，平台系統應提供跨鏈

交易或交換服務，供應商可據

此累積不同供應鏈交易資料做

為信用評等依據。 

(4). 以概念驗證、服務驗證、商業

驗證 3 階段，以情境模擬、技

術、流程可行性進行證驗。 

(1). 縮短供應鏈中，與銀行

融資之審核時效與困難

度，完善產業資金需

求。 

(2). 對銀行而言，保障徵信

資訊真實性，降低風

險，提升效率。 

(3). 對中心廠而言，維持貨

品交付與生產線運作。 

(4). 對供應商而言，解決信

用累計暨資金取得問

題。 

無 

早期評估階

段，未有合作

商機 

高雄銀行 

數位金融處 

陳道宇 

07-556501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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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效與提升資金周轉，推動整

體經濟發展。 

6 民生體驗 

整合式「行

動支付平

台」計畫 

目前行動支付的應用面向，包含店

家意願與消費者體驗，都尚有提升

空間。 

(1). 消費者端： 

i. 行動支付業者眾多，可配

合通路不同，支付工具的

選擇上受限。 

ii. 安全疑慮：手機遺失，資

訊外洩等疑慮 

(2). 店家端： 

i. 各行動支付系統不同，須

個別建構與簽約 

ii. 操作不熟，相較現金/信用

卡無簡化流程或提升效

率。 

(3). 市府端：各項規費/稅收款管

道眾多，民眾繳款成本較

高。 

(1). 以概念驗證、服務驗證、商業

驗證 3 階段，以情境模擬、技

術、流程可行性進行證驗。 

(2). 以高雄市商圈與高雄市規費為

初期驗證範圍 

(1). 使消費者不論使用哪種

支付工具都可快速支付

/繳款。 

(2). 使店家不需進行繁瑣的

建置工作，整合各行動

支付業者(如整合 QR-

Code 或感應收款機)。 

(3). 提供數據分析，提升商

家行銷精準度與客戶體

驗。 

(4). 結合金融業資源，解決

商店資金週轉問題。

(如收款金流分析)  

(5). 擴大產業廣度，帶動產

業商機，提升生活便利

性。 

無 

早期評估階

段，未有合作

商機 

高雄銀行 

數位金融處 

陳道宇 

07-5565010 

#223 

7 農業創新 

由公開資訊

建立智慧產

銷模式 

(1). 農業生產涉及生產管理及市場

銷售，為協助農業產銷，整

合市場價量、主產區域及結

(1). 可提供本局所輔導型農及農民

團體推廣試用。 

(2). 2020 年 3 月前可以上線測試，

為期 6 個月。 

(1). 可以本市重點果品 9 大

主力外銷果品-番石

榴、玉荷包、香蕉、改

良種芒果（金煌）、鳳

(1). 產銷履歷 
https://d
ata.coa.g
ov.tw/Qu
ery/Servi

本案對於小農

整合行銷及生

產管理模式均

有市場發展潛

農務管理科 

陳似任 

07-7995678 

#611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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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合產銷履歷安全農產，建構

完整產銷鏈為重要課題。 

(2). 目前農業公開資訊多元，增加

農業入門門檻及資訊流通，

有效彙整串聯公開資訊，將

可使農產產銷更為穩定。 

(3). 對於新入門農戶或小農對於生

產管理過程常有不知如何處

理的困惑，如能經由公開資

訊其他農戶經驗積累的大數

據，彙整出產模式參考，可

有助於降低門檻。 

(4). 故經由公開資訊的蒐集彙整並

加值後，可創造穩定產銷之

生產模式，讓小農得以參考

其他農友先進的生產模式，

並鼓勵產銷履歷，並納入產

銷履歷通路，讓安全農產得

以創造產值。 

梨、棗、蓮霧、木瓜、

紅龍果為建立模式目標 

(2). 由產銷履歷之詳細資料

（參考附件 A）建立作

物生育曆，可供農民參

考，並將農產品交易行

情資訊以動態圖表呈現

讓產銷價格透明，並可

作為小農直接交易之參

考價格；再由農情調查

之生產資訊，提供消費

者生產地概況資訊及生

產者全國產銷概況瞭

解，以幫助產銷調節。 

(3). 具可擴充功能設計，且

便於內部人員維護操作 

(4). 提出個資保護具體作法 

(5). 請提出可以整合在此系

統的合理可行商業模式

作法，以降低未來採購

使用這些設備的成本，

並能真正達到多功能一

體的服務模式。 

ceDetail.
aspx?id=
063 

(2). 產銷履歷

供需資訊

-找通路 
https://d
ata.coa.g
ov.tw/Qu
ery/Servi
ceDetail.
aspx?id=
B56 

(3). 農產品交

易行情 
https://d
ata.coa.g
ov.tw/Qu
ery/Servi
ceDetail.
aspx?id=
037 

(4). 農情調查 
https://d
ata.coa.g
ov.tw/Qu
ery/Servi
ceDetail.
aspx?id=
038 

力，倘成功有

機會商品化上

架。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63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B56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7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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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8 
藝文港都 

健康樂活 

售票、導覽

及大數據分

析智能服務

系統建置推

廣 

(1). 駁二藝術特區館舍分散，入口

處與售票處分開，導致需要

人力售票及驗票，增加人力

成本。 

(2). 目前展覽活動沒有相關問卷調

查資料，無法針對觀展客群

進行分析，導致無法正確評

估行銷策略。 

(3). 展場導覽因人力無法支援導致

民眾只能透過文宣摺頁及作

品說明牌了解內容，缺乏相

關導覽智能服務設備。 

(4). 因此希望透過 AI 智能服務系

統的建置，一方面解決售票

及驗票人力問題，同時，透

過完整的問卷資料分析，能

夠進一步了解觀展客群資料

回饋分析，作為策展相關參

考。同時，藉由智能導覽服

務能讓民眾能更進一步了解

展出內容，達到藝術推廣效

益。 

(1). 以駁二藝術特區為測試範圍。 

(2). 2020 年 3 月前可以上線測試，

為期 6 個月。 

(1). 以兼具造型性及便利性

使用之智能系統裝置，

結合售票及問卷調查，

彙整購票民眾相關大數

據，進一步提供行銷策

略規劃。 

(2). 結合智能性導覽系統，

分擔人力導覽成本。 

(3). 需提出個資保護的具體

作法。 

(4). 請提出可以整合在此系

統的合理可行商業模式

作法，以降低未來採購

使用這些設備的成本，

並能真正達到多功能一

體的服務模式。 

駁二特區 

官網連結 
http://pier-

2.khcc.gov.tw 

提供本案解決

方案並經場域

測試驗證成

功，將納入執

行方案參考。 

文化局 

李巧麟 

07-5214899 

#517 

http://pier-2.khcc.gov.tw/
http://pier-2.kh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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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9 藝文港都 

高雄市藝文

資源學習服

務系統 

高雄市藝文資源豐沛，圖書館、美

術館、駁二藝術特區、文化中心等

等加上民間藝文空間，各種屬性的

展演及課程、講座等五花八門，如

何讓市民在很快速時間內可以蒐尋

到自己喜歡類別的展覽、想聽的演

講或想學習的課程，希望透過智慧

科技系統能快速提供相關服務。 

(1). 先以美術館及駁二地點為初期

驗證場域。 

(2). 2020 年 3 月前可以上線測試，

為期 6 個月。 

具可擴充功能設計，如擴充

到其他機關或民間館舍，且

便於內部人員維護操作系

統。 

(1). 駁二特區

官網連結 
http://pi
er-
2.khcc.g
ov.tw 

(2). 美術館官

網連結 
http://w
ww.kmfa.
gov.tw 

(3). 高雄市文

化局官網

(藝文月刊

各項藝文

活動露出) 
http://w
ww.khcc.
gov.tw 

提供本案解決

方案並經場域

測試驗證成

功，將納入執

行方案參考。 

文化局 

李巧麟 

07-5214899 

#517 

10 製造領航 

多樣少量快

速智慧製造

方案 

(1). 傳統產業為因應市場變動快

速、客戶需求多樣化，產品

的製造型態逐漸轉變為「少

量多樣」、「交貨期縮短」

的生產方式，面對越來越多

的臨時急單、插單的要求，

如何讓生產線迅速更換生產

原料、產品型號，或預判轉

單到另一廠商並維持品質一

(1). 如何有效掌握多元製造生產相

關廠商之關連性？ 

(2). 如何定義及確保整體生產流程

透過 AI 技術分析，能夠做到

最佳化？ 

(3). 第一階段先以金屬加工等生產

製造流程為初期驗證階段。待

解決方案經驗證通過後，後續

視成效擴大辦理。 

(1). 整合上中下游生產製造

廠商，進行完整 AI 技

術分析，提供可縮短製

造流程時間或提高個別

廠商設備稼動率。 

(2). 整合橫向生產製造廠

商，進行完整 AI 技術

分析，提供轉單後可降

無 

優先由經發局

或工研院推薦

媒合高雄廠商

進行合作 

經發局 

藍兆禾博士 

07-2223327 

#448 

http://pier-2.khcc.gov.tw/
http://pier-2.khcc.gov.tw/
http://pier-2.khcc.gov.tw/
http://pier-2.khcc.gov.tw/
http://www.kmfa.gov.tw/
http://www.kmfa.gov.tw/
http://www.kmfa.gov.tw/
http://www.khcc.gov.tw/
http://www.khcc.gov.tw/
http://www.kh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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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致性，這將是傳統產業轉型

成敗的關鍵。 

(2). 若能利用現在多元化專業製造

廠商資料，採用 AI 技術分

析、建立快速分工模式，預

測與判斷製造生產運作效

率，即時提出最佳可行方

案，以充分發揮人工智慧所

能的優勢。 

低製造成本並維持品質

一致性。 

11 民生體驗 觀光智慧購 

(1). 針對高雄拌手禮搜尋評價，建

立熱門熱搜商品排行。 

(2). 依使用者需求，導購商品，完

成下單。 

(3). 建立智慧配送系統，包括整合

不同的配送交通系統，收貨

通路（如飯店、機場或

door-to-door) 

(4). 建立商品評價回饋，及使用者

愛好傾向大數據分析 

(1). 先以東高雄區域（至少三區）

初期驗證場域。 

(2). 2019 年 12 月前可以上線測

試，為期 6 個月。 

(1). 建構完善物流配送系

統。 

(2). 成立農特產品、特色伴

手禮線上、線下展售專

區。 

(3). 具可擴充功能設計，且

便於內部人員維護操

作。 

(4). 搭配多元電子支付系

統。 

(5). 需提供多商家開店與自

主管理(專屬帳號登陸)

之服務。 

(1). 高雄旅遊

網十大伴

手禮專

區。 

(2). 經濟部工

業局智慧

城鄉專案

區域。 

(3). 參考民間

電商平台

設計暨物

流配送系

統。 

(1). 商家廣告

收益、物

品上架手

續費、電

子支付系

統手續

費，收益

至少每月

至少 5 萬

元以上。 

(2). 服務使用

人數至少

20,000 人 

觀光局 

王耀進 

07-799-567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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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 
主軸 

競賽 
主題 問題重點描述 測試驗證條件 預期成果需求 解題資源 合作商機 聯絡窗口 

(6). 需提供商品上架、購

買、結帳、支付等之功

能。 

(7). 智慧化交易核銷管理。 

(8). 請提出可以整合在此系

統的合理可行商業模式

作法，以降低未來採購

使用這些設備的成本，

並能真正達到多功能一

體的服務模式。 

(3). 導入商家

至少 200

家 

(4). 經濟型指

標:帶動交

易金額超

過新台幣

30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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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 A） 

【由公開資訊建立智慧產銷模式】 

              產銷履歷之詳細資料 
作業日期 作業種類 作業內容 

2019/3/15 耕地管理 整地 

2019/3/19 耕地管理 作畦 

2019/3/21 種植/種苗繁殖 播種 

2019/3/21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3/25 雜草防治 人工除草 

2019/3/26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3/27 田間栽培管理 疏苗(間拔) 

2019/4/1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1 施肥 施用肥料 

2019/4/5 病蟲害防治 施用防治資材 

2019/4/6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7 雜草防治 人工除草 

2019/4/11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15 施肥 施用肥料 

2019/4/16 病蟲害防治 施用防治資材 

2019/4/17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18 雜草防治 人工除草 

2019/4/23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28 田間栽培管理 灌溉/澆水 

2019/4/28 雜草防治 人工除草 

2019/5/3 採收 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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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關表單 

表件 1                   報名申請表 

收件日期 2019 年    月    日 報名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技術領域 

(可選 2 項) □AI    □IOT    □Block Chain    □Fintech 

競賽主軸 
(扣合主題) 

□民生體驗       □交通安全       □農業創新 

□藝文港都       □製造領航       □健康樂活 

基本資料 
競賽主題 題號：      名稱：（請由附件 1 選擇 1 個主題進行填寫） 
團隊名稱 （請自行創意發想隊名，將作為本競賽之對外稱呼） 
聯絡人 

（申請人）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團隊成員（至少 3 人，至多 5 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最高學歷 現職 

 西元/月   

    

    

    

    

相關經歷簡述 
例如：團隊得獎經歷（外卡推薦團隊必填）/獲計畫補助/其他特殊經歷說明…等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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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2                    BP 構想書 

壹、 說明： 

本活動所提供之「BP 構想書-樣版」僅供參考，重點與格式可依照最佳呈現之

方式整理，無須完全依參考樣版準備，亦可附上 1~3 分鐘的說明影片連結（非必

須，可上傳至 YouTube 設定公開，並將連結網址填入「BP 構想書」中。） 

貳、 格式說明：  

一、 BP 構想書以 WORD 檔為主、A4 格式、邊界各為 2cm。 

二、 統一使用標楷體/Time New Roman 字型、14 大小、固定行高 24 點、段

落間距為 0.5 行。 

三、 總頁數 15 頁以內（含封面頁，封面格式如後頁）。 

參、 參考樣版：充分文字說明，圖表搭配，以量化敘述為先，質化為輔。 

重要提醒：新創團隊的技術若已有預期的商業模式與對接市場需求者（已有初

步 BP 架構），僅需針對所選的競賽題目，提出解決之道並適度整合於既有的

BP 構想書中，成為該技術解決問題的示範案例之一即可。若尚未新創或尚未

思考其商業模式之團隊，則可直接以所選的競賽題目作為產業現況問題（缺

口）並參考以下 BP 格式進行撰寫。 

一、 構想摘要【建議 300-500 字，簡要具體說明背景、方法與預期成果】 

二、 產業現況問題/技術缺口 (What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三、 核心技術與執行方式 (Why you? and how to do?) 

四、 目標市場與潛在顧客 (Who give you money?) 

五、 競爭者分析 (Who play the game? Include future players) 

六、 進入障礙(專利/獨佔/聯合壟斷…)與解決模式 (Entry barrier and solution) 

七、 技術商品化時程 (Time to market) 

八、 營運模式與獲利預測 (Business model) 

九、 團隊陣容介紹 (Team members) 

十、 附件(如：獲獎經歷/專利…) (any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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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2019 KO-IN Dreamer ARENA  

BP 構想書 
 
 

技術領域 □AI    □IOT    □Block Chain    □Fintech 

競賽主軸 □民生體驗       □交通安全       □農業創新 

□藝文港都       □製造領航       □健康樂活 

競賽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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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3-1                 競賽切結書 

1. 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為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辦理「2019 KO-IN 
Dreamer Arena」之主辦單位。 

2. 創新創業團隊（立書人）為參加「2019 KO-IN Dreamer Arena」（以下稱「本競

賽」），茲切結所提「參與競賽之作品（產品/服務/技術）」係為立書人之原創，

保證絕無抄襲或侵犯他人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且填報及檢附資料均正

確無誤，並遵守本競賽之相關規定。 
3. 若因立書人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需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或若因立書

人「參與競賽之作品（產品/服務/技術）」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

或其他相關權利，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單位之權益因而

受損，立書人等願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4. 經查證，若立書人有違反規定或不實陳述者，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資料不完

整或與經歷、事實不符之處，以致影響計畫培訓、評選或其他權益等，應依執

行單位指示盡速說明與補正，未能配合之創新創業團隊視同棄權，立即取消

入選資格，立書人需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各項獎勵措施予主辦單位。 
5. 立書人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參選辦法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項評審

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 
6. 立書人於參與選拔期間，需全程參與本競賽之重大活動，各階段培訓營與評

選活動至少應有3名成員出席參與，負責人亦需親自出席各階段評選活動與本

競賽之媒體廣宣活動，若未依本競賽之規定出席各項培訓、評選及相關活動

時，視同放棄比賽，直接淘汰。 
7. 立書人獲得獎勵補助以及KO-IN園區提供之相關輔導資源，需同意於本活動

結束後2年內，無償配合主辦單位進行推廣宣傳，並協助後續成果追蹤等事項。 
8. 立書人同意授權上述所提供資料（包含文字、影音、圖照），供「高雄智慧科

技創新園區2019 KO-IN Dreamer Arena」無償運用於各項成果發表、展示、宣

傳、分享會等活動。 
9. 主辦單位保有計畫內容與活動時程變更及解釋之權利，未盡之事宜主辦單位

得視需要修改參選須知，並公布於官方網站。參賽團隊或企業應經常瀏覽網

站公告，不得以未知悉為由提出異議。 
 
 
 

立書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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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3-2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之規定，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1. 蒐集之機關名稱：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以下簡稱主辦單位）。 

2. 蒐集之目的：主辦單位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在於進行「2019 KO-IN Dreamer 
Arena」（以下稱「本競賽」）之業務推動、行銷推廣、活動宣導及培訓輔導等

作業之使用。 

3.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 

（1） 辨識個人者：如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個人資料。 

（2） 辨識財務者：如帳號。 

（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外國人）。 

（4） 個人描述：如性別、國籍、出生年月日、著作。 

（5） 當您使用本執行單位網站，我們將使用 cookies 進行管理及記錄活動

紀錄。包括記錄您 IP 位址、瀏覽器種類及時間等軌跡資料。 

（6） 以上類別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類別之： C001、C002、C003、C011、
C051、C052、C056、C061等項目。 

4. 使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組織或業務之存續期間，利用地區不限。 

（2） 利用方式及對象： 

• 利用於主辦單位於蒐集之目的宣告之各項業務執行，包括因業務執行所

必須進行之各項聯繫及通知。 
• 利用於您提供個人資料時選擇定期收到之電子報、訊息或其他定期性與

不定期性訊息之通知。 
• 利用於政府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法定職掌，透過正式函文調閱時。 
• 透過主辦單位之委外廠商代表執行單位進行您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 與主辦單位之協力廠商進行必要之共同行銷或通知作業，主辦單位之協

力廠商將不定期公告於主辦單位網站，請當事人需自行前往進行查閱。 

5.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

向主辦單位行使 

• 查詢或請求閱覽。 
• 請求製給複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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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補充或更正。 
•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 請求刪除。 

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主辦單位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主辦單位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6.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相關資料，主辦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

業務。 

7. 主辦單位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8.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主辦單位

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9. 主辦單位保有修訂本文件之權利，並於修正後透過您所提供的聯絡方式通知

或於網站上公告，如您未提出異議或繼續參與或使用主辦單位之相關服務，

表示您已同意主辦單位所更改之內容。 

10.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 本人已充分知悉主辦單位上述告知事項。 
•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

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書人簽章 

團隊組成 姓名 親筆簽名 

領隊暨聯絡人   

全體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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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4        未成年參賽者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父（法定代理人）：                     母（法定代理人）：                       

同意 ______________參加「2019 KO-IN Dreamer Arena」，特立本書約為憑。 

 

此致 

 

主辦單位 

 

立意書人： 

 
 

父（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母（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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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5              受款代表人帳戶資料 

一、 團隊名稱： 

二、 受款代表人（身份證字號）： 

三、 撥款程序：依照團隊所提供受款代表人，將獎勵金撥付至指定帳戶。 

四、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獎勵金核發原則 
1. 凡參加本計畫之團隊，因有登錄資料不實或偽造，而違反本計畫相關

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選拔、入圍及得獎資格，

且要求得獎人須將獎金全額繳回，團隊不得有異議。 
2. 根據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4 條規

定，中央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不得編列預算，提供大陸地區學

生獎助學金。學校不得以中央政府補助款作為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

因此陸生可報名本計畫，但不能參與獎金分配。 
(二) 代扣稅額依我國稅務相關法令辦理。 
(三) 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運作狀況，彈性修改相關規範。 

 
---------------------------------------------------------------------------------------- 憑證粘貼線--------------------------------------------------------------------------------- 

請浮貼受款人代表之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憑證粘貼線--------------------------------------------------------------------------------- 

請浮貼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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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KO-IN 園區創業育成各項輔導資源 

經書面審查通過之前 20 名團隊與外卡 5 名團隊均可於 2019-2020 年期間獲得

KO-IN 園區創業育成各項輔導資源。 
類別 輔導資源 申請辦法 

活動 

主題講座 
公告或 
邀請制 

創業課程 
科技競賽 
定期交流 

專業師資 

技術引介 

預約制 

法財務諮詢 
營運企劃 

政府相關資源輔導 
募資規劃 
專利諮詢 
媒合商機 
人才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