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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Kaohsiung Startup Competition 企業出題說明 
#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1 

中華系統整合

股份有限公司 

+ 

佐臻股份有限

公司 

智慧眼鏡 Hands-

Free AR 應用開

發套件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隨著5G的普及，智慧眼鏡AR應用越來越受到關注。參考國外標

竿廠商如Microsoft或Magic Leap之布局，多以企業或垂直應用為優先

重點。智慧眼鏡AR應用的價值之一就是讓使用者可以釋放雙手專注

在任務上，例如：透過智慧眼鏡顯示SOP讓工作者可以依循並直接操

作維修設備。 

中華系整與佐臻自2020年開始聯手佈局5G+AR智慧眼鏡應用，

透過佐臻自有品牌慧眼(J-Reality) AR智慧眼鏡，以及雙方合作之開發

平台，打造5G+AR生態圈。在相關開發介面中，即開始導入語音、手

勢驅動介面，以達到於各種應用場景釋放雙手的目的，希徵求更多元

SDK，以供後續AR開發者進行 HANDS-FREE應用開發。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釋放雙手的使用情境會因為使用場域應用之環境或情境需要而

有所不同，某些場域可能會使用手勢辨識、某些可能透過語音指

令、某些情境則可搭配控制器(controller)或是智慧手錶來辨識肢

體或手勢動作。 

2. 現階段尚無合適之整合式智慧眼鏡輸入介面解決方案，可讓場域

端或應用開發者根據其需求挑選組合適合的輸入介面。 

一個整合式的智慧眼鏡輸入介

面軟硬體整合套件，讓開發者能

夠發展Hands-free AR應用 

 一套整合多種輸入方式（語

音、手勢或控制器等）之開發

套件或SDK，以達成智慧眼鏡

hands-free應用開發之目標；

若為單一輸入方式，則建議與

Open XR規格相容，以利後續

整合其它輸入方式。 

 辨識性質之功能可運用5G邊

緣運算或共通硬體加速架構

（如：GPU）來加速，以降低

不必要之CPU負擔。 

 可先考慮為智慧眼鏡介接

Android手機之架構，若為硬

體輸入裝置則可透過藍芽之

方式介接訊號。 

 初選後，進行測試，

時間中華系整&佐

臻另訂。 

 若已有初步開發完

成之 SDK，可至中

華系整與佐臻合作

建置之「XR 智慧空

間共創基地」5G 專

網實驗場域，運用 J-

Reality AR 智慧眼

鏡進行測試。 

 採購案一對

一商洽對談

或邀請加入

公司生態系 

 出題單位具

名證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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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2 
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 

區間管線 3D 掃

描與自動化圖件

產出管理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石化廠共用管線以地面高架或以地下管線型式，擔負製程區間

之化學品輸送任務，因跨轄區問題管理較不易。依製程安全管理精

神，事業單位應就製程安全資訊（PSI）及製程危害控制措施，實施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區間管線之管理為PSI重

要項目之一。  

區間管線因新建、拆除、移裝等因素，若未即時配合實際狀況登

錄則管線資料會造成差異。每次區間管線改變，因石化廠為無人機禁

航區，多需透過地面搭高架測量或因其他工法造成資料更新不易，且

煉製廠廠內油槽、設備等大型遮蔽物多，難以在單一地點量測整體區

間管線的位置。 

現階段作法為透過3D掃描設備結合人力繪圖進行，產出圖件耗

時耗力，希尋求相關自動化圖件產出、圖件管理方案，增進製程安全

管理效益。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以區間管線為方案主軸，管架下端（如：地面或其它點位）可

利用感應設備，自動收集該點位週圍所有區間管線之空間位置

資訊。 

2. 偵測之管線位置資訊可自動化產生管線ISO圖（ISO Drawing），

並可轉換為中油常用之繪圖軟體格式（AutoCAD）匯出。 

一個解決方案，是可運用設備收

集現場管線資訊並自動轉製為

ISO圖件。 

 現場管線空間資訊收集需考

量廠區環境金屬物體干擾，且

石化廠常用設備需具備對應

防爆等級。解題時請特別說明

相關應對措施或替代方案。 

 自動化圖件產出，或盡可能減

少圖件製作所需人力。產製之

管線ISO圖，須符合中油常用

格式（AutoCAD）。 

 圖件產出若可整合既有之管

線施工資訊（施工圖、管線尺

寸與數量），或可匯入相關廠

區內的資訊平台進行整合運

用更佳。 

 中油提供場域（前

鎮儲運所優先）進

行小範圍測試(初選

後進行測試，時間

中油另訂)。 

 需於測試場域空間

由中油人員指定不

同管層之2條不同

尺寸目標管線進行

驗證。 

 測試時中油僅指定

測試管線與距離，

參賽團隊自行決定

測點與測量次數。 

 需繪製2條管線的

ISO 圖 ， 產 出

AutoCAD檔 

 採購案一對

一商洽對談

（公開招標） 

 出題單位具

名證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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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3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高屏供電區營運

處所轄地下電纜

線管理平台優化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目前管線單位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管轄道路之道路申挖， 是

以高雄市公共管線管理平台（http://pipegis.kcg.gov.tw/）進行申請。

此外，內政部 營建署市區道路管線 挖掘工程資訊平 台

（https://duct.cpami.gov.tw/TaiwanRoadDig/）與六都之公共管線管

理平台進行已進行介接，高雄市公共管線管理平台的申挖資訊會

即時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平台。 

台電公司目前已自行開發「高屏供電區管道圖資AI系統」

(https://ap-ps.tw/PHMSAI/)，藉由介接內政部營建署平台，當管線

單位申挖地點鄰近台電管線通過路段時，系統即產生風險警訊，

台電同仁需每日至管理平台確認風險警訊，評估是否需共同申挖，

避免各單位管線申挖時間不一，經常出現道路重複施工，引起民

眾抱怨；同時亦需派員至現場宣導防範管線挖損。本題希冀以台

電既有平台為基礎，可增加其它單位申挖資訊推播，並進一步結

合過往資料庫進行AI判讀建議派工人天數。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基於台電圖資AI系統，將系統由內政部營建署平台取得之風

險警訊運用LINE、簡訊等推播形式主動通報。 

2. 基於台電系統過往累積資料，推播同時可同步運用AI進行派

工至現場人天數建議。 

於既有平台上開發一風險推播

解決方案，並可運用過往資料庫

提供流程優化建議。 

 該方案應可解決台電人員透

過人工確認風險警訊之繁複

程序。 

 基於資料庫累積資訊開發其

它AI流程優化功能。 

1. 可提供台電既有管

線管理平台系統內

容資訊與運作流程

供參。 

2. 參賽團隊需基於以

上資訊及預期成果

完成初步系統架構

即可。 

 採購案一對

一商洽對談

（公開招標） 

 出題單位具

名證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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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4 
東元電機 

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漁場電源狀

態通報與設備保

護管理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過去經驗，漁民自營之漁場，常因為天然災害（颱風、地震）以

及供電線路遭受海風鹽害侵襲，造成電源接觸不良、斷線，造成電源

欠相情況，使增氧機（三相電動力馬達）過載燒損。 

現階段多透過安裝電磁開關，於欠相發生時中斷既有電路，避免

馬達過載。雖台電提供24小時專線可進行線路異常通報並進行維修，

但若漁民未即時發現，且未加裝發電機供應電源，仍會因魚塭缺氧而

造成損失。然而，發電機建置成本高，較不被漁民採納。 

東元將發展智慧漁場，希尋求相關智慧化監測方案，進行電源欠

相問題預警、通報或進一步之改善，提升管理效益並減少漁民損失。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偵測欠相狀態發生，即時通報漁民及東元。 

2. 偵測電源供應狀態數據，進行欠相或供電不穩跳電預警等應用。 

一個解決方案，可確保發生欠相

當下，系統啟動自保護機制，進

行斷電並回報漁民與東元，以利

通報台電搶修復電。 

 相對加裝發電機，以較低之成

本，解決漁民因電源欠相造成

之設備或生產損失。 

 該解決方案可串接監測平台，

蒐集電源相關狀態，並進行紀

錄與提供警示。透過電流資訊

數據的累積蒐集，提供後續東

元發展智慧漁場之參考。 

 如除上述之需求外，在既有解

決方案下，若可提出配電箱、

增氧機之保護機制，或智慧漁

場之優化更佳。 

廠商須自行模擬欠相

或供電不穩環境，以

提出之解決方案進行

監測預警，後續於決

選現場透過影片等方

式呈現。 

 採購案一對

一商洽對談

或邀請加入

內部創新團

隊 

 出題單位具

名證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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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5 
高雄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輕軌日常營

運維護優化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擇一解題即可）： 

高雄輕軌是台灣首座通車營運的輕軌運輸系統，也是高雄亞洲

新灣區內重要交通建設。目前營運中的站點為C1至C17站，預定今年

延伸至C20站。 

自營運起，高雄輕軌持續優化行車、服務及維護流程，並積極導

入智慧化解決方案以提升各類運作及服務效率。目前營運上有兩問

題希徵求具創新創意的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1. 輕軌草地與沿線灌木澆灌維護：輕軌為都市風景一部份，除軌

道上的翠綠草地外，沿線軌道兩旁更以灌木避免人員進入並美

化市景。然高雄的豔陽環境下，目前採人員巡檢方式確認植被

狀況後，再派灑水車沿路澆灌，以維持市容。在環狀輕軌逐步

完成下，後續希能在降低成本前提，優化此業務推動。 

2. 月台尖峰時段人流的疏流：輕軌月台較小，且目前無太明確的

上下車方向與順序性，假日在觀光景點會因遊客過多，造成上

下車推擠堵塞，而使列車需停等，也擔心造成人員受傷，希能

結合智慧科技，於特殊站點解決此問題。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輕軌草地與沿線灌木澆灌維護：以長遠相對低成本模式，取代

現況以純人工方式處理之方法。 

2. 月台尖峰時段疏流：可結合月台週邊佈置等方式，進行智慧化

月台疏流。 

 透過具創意的智慧化解決方

案，以相對低成本或創造更多

元價值之方式，優化高雄輕軌

日常營運維護方法。 

 運用IoT等智慧科技解決兩個

營運需求，以降低高雄輕軌營

運維護人員業務量，且不會造

成民眾疏流時的負擔為目標。 

 可提供高雄輕軌營

運中合適站點進行

測試。 

 初選後進行測試，

時間由高捷另訂。 

 協助介接相

關資源，以高

雄輕軌為場

域將解決方

案導入運轉

測試。 

 出題單位具

名證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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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企業 競賽題目 問題重點描述 預期成果需求 驗證條件與資源 企業最愛獎 

獎項內容 

6 
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疫情後之 

數位創新 

商業模式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COVID-19，一場全球性疫情，不僅打亂了全球經濟，也改變了

所有人的生活，也因此加速各產業數位轉型的進程，輔助零售、商辦、

工廠、學校等場域及企業渡過此波危機。高雄市政府在疫情期間即積

極協助產業導入數位化方案，推展商機，如：與Line、一卡通、點餐

平台公司、計程車隊、快遞業者結盟的「高雄好家載」，協助餐飲業、

市場夜市、量販店及車隊取得營收。 

未來即將面對的是新的消費者習慣，新的經濟樣態，能否運用數

位化工具，開創出創新的商業/服務模式，協助這次因疫情重創的產

業如：餐飲、零售、運動或藝文場域等，走出產業寒冬，可能的商模

情境，如：振興五倍券運用、餐飲商圈數位行銷、食買玩住賞通路平

台串接等。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透過創新商業/服務模式，協助受疫情衝擊產業數位轉型，增加營收。 

一個創新商業模式或解決方案，

可達成疫後產業振興之目標。 

 該創新方案，可快速導入場域

或產業使用。 

 可在既有實務推動案例上架

構創新優化方案。 

視解決方案及時程需

求，協助安排合適驗

證場域或提供所需對

接之資源。 

 協助介接相

關資源、補助

計畫或協助

行銷等。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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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性質之功能可運用5G邊緣運算或共通硬體加速架構（如：GPU）來加速，以降低不必要之CPU負擔。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釋放雙手的使用情境會因為使用場域應用之環境或情境需要而有所不同，某些場域可能會使用手勢辨識、某些可能透過語音指令、某些情境則可搭配控制器(controller)或是智慧手錶來辨識肢體或手勢動作。
	 可先考慮為智慧眼鏡介接Android手機之架構，若為硬體輸入裝置則可透過藍芽之方式介接訊號。
	2. 現階段尚無合適之整合式智慧眼鏡輸入介面解決方案，可讓場域端或應用開發者根據其需求挑選組合適合的輸入介面。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石化廠共用管線以地面高架或以地下管線型式，擔負製程區間之化學品輸送任務，因跨轄區問題管理較不易。依製程安全管理精神，事業單位應就製程安全資訊（PSI）及製程危害控制措施，實施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區間管線之管理為PSI重要項目之一。 
	 中油提供場域（前鎮儲運所優先）進行小範圍測試(初選後進行測試，時間中油另訂)。
	一個解決方案，是可運用設備收集現場管線資訊並自動轉製為ISO圖件。
	 現場管線空間資訊收集需考量廠區環境金屬物體干擾，且石化廠常用設備需具備對應防爆等級。解題時請特別說明相關應對措施或替代方案。
	區間管線因新建、拆除、移裝等因素，若未即時配合實際狀況登錄則管線資料會造成差異。每次區間管線改變，因石化廠為無人機禁航區，多需透過地面搭高架測量或因其他工法造成資料更新不易，且煉製廠廠內油槽、設備等大型遮蔽物多，難以在單一地點量測整體區間管線的位置。
	 需於測試場域空間由中油人員指定不同管層之2條不同尺寸目標管線進行驗證。
	 採購案一對一商洽對談（公開招標）
	 自動化圖件產出，或盡可能減少圖件製作所需人力。產製之管線ISO圖，須符合中油常用格式（AutoCAD）。
	 出題單位具名證書乙紙
	現階段作法為透過3D掃描設備結合人力繪圖進行，產出圖件耗時耗力，希尋求相關自動化圖件產出、圖件管理方案，增進製程安全管理效益。
	 測試時中油僅指定測試管線與距離，參賽團隊自行決定測點與測量次數。
	 圖件產出若可整合既有之管線施工資訊（施工圖、管線尺寸與數量），或可匯入相關廠區內的資訊平台進行整合運用更佳。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以區間管線為方案主軸，管架下端（如：地面或其它點位）可利用感應設備，自動收集該點位週圍所有區間管線之空間位置資訊。
	 需繪製2條管線的ISO圖，產出AutoCAD檔
	2. 偵測之管線位置資訊可自動化產生管線ISO圖（ISO Drawing），並可轉換為中油常用之繪圖軟體格式（AutoCAD）匯出。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目前管線單位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管轄道路之道路申挖， 是以高雄市公共管線管理平台（http://pipegis.kcg.gov.tw/）進行申請。此外，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管線挖掘工程資訊平台（https://duct.cpami.gov.tw/TaiwanRoadDig/）與六都之公共管線管理平台進行已進行介接，高雄市公共管線管理平台的申挖資訊會即時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平台。
	1. 可提供台電既有管線管理平台系統內容資訊與運作流程供參。
	於既有平台上開發一風險推播解決方案，並可運用過往資料庫提供流程優化建議。
	台電公司目前已自行開發「高屏供電區管道圖資AI系統」(https://ap-ps.tw/PHMSAI/)，藉由介接內政部營建署平台，當管線單位申挖地點鄰近台電管線通過路段時，系統即產生風險警訊，台電同仁需每日至管理平台確認風險警訊，評估是否需共同申挖，避免各單位管線申挖時間不一，經常出現道路重複施工，引起民眾抱怨；同時亦需派員至現場宣導防範管線挖損。本題希冀以台電既有平台為基礎，可增加其它單位申挖資訊推播，並進一步結合過往資料庫進行AI判讀建議派工人天數。
	 採購案一對一商洽對談（公開招標）
	 該方案應可解決台電人員透過人工確認風險警訊之繁複程序。
	2. 參賽團隊需基於以上資訊及預期成果完成初步系統架構即可。
	 出題單位具名證書乙紙
	 基於資料庫累積資訊開發其它AI流程優化功能。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基於台電圖資AI系統，將系統由內政部營建署平台取得之風險警訊運用LINE、簡訊等推播形式主動通報。
	2. 基於台電系統過往累積資料，推播同時可同步運用AI進行派工至現場人天數建議。
	一個解決方案，可確保發生欠相當下，系統啟動自保護機制，進行斷電並回報漁民與東元，以利通報台電搶修復電。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過去經驗，漁民自營之漁場，常因為天然災害（颱風、地震）以及供電線路遭受海風鹽害侵襲，造成電源接觸不良、斷線，造成電源欠相情況，使增氧機（三相電動力馬達）過載燒損。
	 相對加裝發電機，以較低之成本，解決漁民因電源欠相造成之設備或生產損失。
	 採購案一對一商洽對談或邀請加入內部創新團隊
	現階段多透過安裝電磁開關，於欠相發生時中斷既有電路，避免馬達過載。雖台電提供24小時專線可進行線路異常通報並進行維修，但若漁民未即時發現，且未加裝發電機供應電源，仍會因魚塭缺氧而造成損失。然而，發電機建置成本高，較不被漁民採納。
	 該解決方案可串接監測平台，蒐集電源相關狀態，並進行紀錄與提供警示。透過電流資訊數據的累積蒐集，提供後續東元發展智慧漁場之參考。
	 出題單位具名證書乙紙
	東元將發展智慧漁場，希尋求相關智慧化監測方案，進行電源欠相問題預警、通報或進一步之改善，提升管理效益並減少漁民損失。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如除上述之需求外，在既有解決方案下，若可提出配電箱、增氧機之保護機制，或智慧漁場之優化更佳。
	1. 偵測欠相狀態發生，即時通報漁民及東元。
	2. 偵測電源供應狀態數據，進行欠相或供電不穩跳電預警等應用。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擇一解題即可）：
	高雄輕軌是台灣首座通車營運的輕軌運輸系統，也是高雄亞洲新灣區內重要交通建設。目前營運中的站點為C1至C17站，預定今年延伸至C20站。
	自營運起，高雄輕軌持續優化行車、服務及維護流程，並積極導入智慧化解決方案以提升各類運作及服務效率。目前營運上有兩問題希徵求具創新創意的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協助介接相關資源，以高雄輕軌為場域將解決方案導入運轉測試。
	 透過具創意的智慧化解決方案，以相對低成本或創造更多元價值之方式，優化高雄輕軌日常營運維護方法。
	1. 輕軌草地與沿線灌木澆灌維護：輕軌為都市風景一部份，除軌道上的翠綠草地外，沿線軌道兩旁更以灌木避免人員進入並美化市景。然高雄的豔陽環境下，目前採人員巡檢方式確認植被狀況後，再派灑水車沿路澆灌，以維持市容。在環狀輕軌逐步完成下，後續希能在降低成本前提，優化此業務推動。
	 運用IoT等智慧科技解決兩個營運需求，以降低高雄輕軌營運維護人員業務量，且不會造成民眾疏流時的負擔為目標。
	2. 月台尖峰時段人流的疏流：輕軌月台較小，且目前無太明確的上下車方向與順序性，假日在觀光景點會因遊客過多，造成上下車推擠堵塞，而使列車需停等，也擔心造成人員受傷，希能結合智慧科技，於特殊站點解決此問題。
	 出題單位具名證書乙紙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1. 輕軌草地與沿線灌木澆灌維護：以長遠相對低成本模式，取代現況以純人工方式處理之方法。
	2. 月台尖峰時段疏流：可結合月台週邊佈置等方式，進行智慧化月台疏流。
	 背景及現有流程/做法說明：
	COVID-19，一場全球性疫情，不僅打亂了全球經濟，也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也因此加速各產業數位轉型的進程，輔助零售、商辦、工廠、學校等場域及企業渡過此波危機。高雄市政府在疫情期間即積極協助產業導入數位化方案，推展商機，如：與Line、一卡通、點餐平台公司、計程車隊、快遞業者結盟的「高雄好家載」，協助餐飲業、市場夜市、量販店及車隊取得營收。
	一個創新商業模式或解決方案，可達成疫後產業振興之目標。
	 協助介接相關資源、補助計畫或協助行銷等。
	 該創新方案，可快速導入場域或產業使用。
	未來即將面對的是新的消費者習慣，新的經濟樣態，能否運用數位化工具，開創出創新的商業/服務模式，協助這次因疫情重創的產業如：餐飲、零售、運動或藝文場域等，走出產業寒冬，可能的商模情境，如：振興五倍券運用、餐飲商圈數位行銷、食買玩住賞通路平台串接等。
	 可在既有實務推動案例上架構創新優化方案。
	 欲改進/智慧化之處：
	透過創新商業/服務模式，協助受疫情衝擊產業數位轉型，增加營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