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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數位創新應用系列賽 

2017Hami 軟體開發大賽 

一、 軟體開發大賞 

1. 活動辦法 

(1) 主題說明： 

a、 創新應用 App 組：主要以創作智慧生活 App 為主，其 App 製作之各項目以物

聯、AR、VR 之 App 製作尤佳，只要能運行於 Android 作業系統，均可以參賽。 使

用 4G LTE 以達雲端行動應用，透過參賽者創意與行動概念展示、App 開發實

作與 DEMO，打造便利的行動與智慧生活。 

b、 益智 App 組：主要以娛樂遊戲 App 為主，鼓勵國內 App 遊戲軟體創作團隊，

新增娛樂遊戲 App 類別，鼓勵參賽者以「APP 遊戲/電玩/競技」為製作 APP

主題，響應台灣遊戲/電玩/競技能力在世界上享譽國際。 

(2) 參賽對象： 

a、 創新應用 App 組：高中職、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所在學及應屆畢業生。（每隊至

多 8 人） 

b、 益智 App 組：在校學生和有興趣者之社會人士皆可參加。 

。 

(3) 參賽辦法：報名團隊需於 2017/4/20~2017/7/31 期間，於活動官網填寫報名、上傳

作品簡介並於 Google Play 上架 App，即可完成報名。(App 上架後可再做更新) 

 

2. 2.活動時程： 

 

 

 

 

 

 

 

 

 

 

 

 

4 月份 

4/20(四)～7/31(一) 

徵件/校園說明會 

新聞稿發布會 

 

1.複賽 

2.人氣獎投票 

 

8/1(二)～8/20(日) 

投票 
8/23(三)公布 

公布決賽名單 

 
Hami  

軟體開發大賽 

決賽 

9/23(六)決賽 

 
Hami  

軟體開發大賽 

徵件 

 
Hami  

軟體開發大賽 

頒獎典禮 

10/19(四)頒獎 

 

9/25(一)公布 

公布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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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佳人氣獎角逐：鼓勵參賽者踴躍完成參賽資料繳交，凡完成報名且上架完成者，除有機會 

進入決賽，亦可參加人氣票選，透過親朋好友的集氣力量，投票對象不限定，只要登入資料

(facebook)即可投票，一個帳號一天至多可投五票，每天都可以投票，投票時間從

2017/8/1(二)~2017/8/20(日)，選出票數最高前三名者頒發獎項。  

4. 決賽辦理：入選決賽的團隊須於指定時間及地點上台簡報作品，報告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 

評審將依簡報實作評比標準給分，並頒發相關獎項及獎勵。 

5. 報名資格及方式 

(1) 報名資格： 

【創新應用 App 組】 

甲、 1~8 人組隊，至少 1 人為中華民國國民。 

乙、 必須為在學或應屆畢業之高中職、大專院校或研究所學生。 

丙、 可跨校、跨年級組隊報名。 

丁、 不限定是否有指導老師，若有指導老師則另外給予獎項。 

 【益智 App 組】 

甲、 凡在校學生或是有興趣之社會人士皆可參加 

乙、 報名團隊人數不限，至少 1 人為中華民國國民。 

(2) 報名方式(完成順序不限)： 

a、 於賽事官網填寫報名資料。 

b、 於賽事官網上傳作品簡介，內容為可清楚介紹作品之檔案(word、pdf 或 ppt)。 

c、 完成作品必須上架到 Google Play(作品上架後需要通知主辦單位，已完成作品

上架，於徵件期間軟體皆可更新) 

6. 參加辦法：各階段繳交資料 

(1) 【初賽】 

於徵件報名截止前，於賽事官網填寫報名資料、上傳作品簡介，將作品上架 Google 

Play。請各隊參賽者主動告知主辦單位已完成上述手續，即可參加最佳人氣獎票

選以及複賽評選。 

主辦單位客服電話：(02)2325-7171 ／e-mail：hamiapps@smartfun.com.tw 

(2) 【決賽】 

ａ．創新應用 App 組：入圍通知確認單，學生證掃描圖檔、教師證(若有指導老

師)掃描圖檔，簡報資料或展示影片(3 分鐘內)。 

註：未入選及得獎隊伍，可向主辦單位申請相關參賽證明。 

B．益智 App 組：入圍通知確認單，身份證掃描圖檔，簡報資料或展示影片(3 分

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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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分重點： 

(1) 初賽：完成報名資料繳交者，可參與複賽評選及最佳人氣票選獎。 

(2) 複賽： 

【創新應用 App 組評分標準】 

a、 創意表現度 50%  

b、 商業價值 30% 

c、 流暢度 20% 

【益智 App 組評分標準】 

a、 遊戲性 30% 

b、 市場性 25% 

c、 創意/創新表現度 25% 

d、 整體表現(含程式/美術/音效/介面)20% 

• 註：複賽選出排名前 25 組(創新應用 App12 組，益智 App8 組，另外高中職組

5 組)於 2017/8/23 公布於官網，並個別通知進入決賽。 

(3) 決賽：由５位業界及學界專業評審組成評審團評分，參賽者依指定時間及定點進行

簡報及作品 demo。 

【創新應用 App 組評分標準】             

a、 創意表現度 30% 

b、 商業價值 20% 

c、 作品展示 20% 

d、 作品完成度 20% 

e、 App 流暢度 10% 

 【益智 App 組評分標準】 

e、 遊戲性 30% 

f、 市場性 25% 

g、 創意/創新表現度 25% 

h、 整體表現 10% 

i、 作品展示 10% 

註：決賽選出創新應用 App 組冠亞季軍各一組、優選二組、最佳表現三組(高中職)、

最佳潛力二組(高中職)，與最佳人氣獎三組，益智 App 組冠亞季軍各一組，於

2017/9/25 一併公布於官網，並個別通知參與頒獎典禮事項。 

 

活動官網：http://2017hamiapps.emome.net 

客服電話：(02)2325-7171 

e-mail：hamiapps@smartfun.com.tw 

http://2017hamiapps.emome.net/
mailto:hamiapps@smartfu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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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獎項 

      1.Hami 軟體開發大賞-創新應用 App 組 

 

 

 

 

 

 

 

 

 

 

 

 

 

 

 

 

 

2. Hami 軟體開發大賞-益智 App 組 

品  項 獎項 數量 獎金(元) 

益智 App 

總決賽 

冠軍 1 200,000 

亞軍 1 120,000 

季軍 1 100,000 

 

      3.其他獎項 

品  項 獎項 數量 獎金(元) 

特別獎 
最佳表現獎(高中職) 3 15,000 

最佳潛力獎(高中職) 2 10,000 

最佳人氣獎 3 10,000 

 

品  項 獎項 數量 獎金(元) 

創新應用

App    

總決賽 

冠軍 1 200,000 

亞軍 1 120,000 

季軍 1 100,000 

優選 2 15,000 

冠軍(指導老師) 1 30,000 

亞軍(指導老師) 1 10,000 

季軍(指導老師) 1 8,000 

優選(指導老師) 2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