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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在走，創新要有
2022黑客松企業命題說明



2022

未來人才
必須能力

想要以真實企業需求
來磨練自己的創意嗎？

想要挑戰面對複雜問題的
思考能力嗎？

想要獲得跨領域合作的
提案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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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未來人才
必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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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區八所
大學共同
舉辦

2022永續
智慧創新
黑客松
總獎金近

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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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隊至2～7名同學

本競賽開放學生重複報名，
但不能在同場次、且提案
內容不能相同、且隊⾧不
能重複擔任其他組隊⾧



2022

中區八所
大學共同
舉辦

2022永續
智慧創新
黑客松
總獎金近

60萬

• 中西醫藥創新：由田新技（智慧醫療與管理）、虎元漢藥（未來漢
藥行）

• 健康樂活創新：老五老基金會（獨居⾧者的智慧生活）、點睛科技
（失智預防的智慧化三動訓練）、愛陌生（聽見AED、社會行銷—
活下去）、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偏鄉照護永續經營）

• 偏鄉教育創新：歐旻慈善基金會（偏鄉環境教育推廣）、樂器銀行
（創新商業模式）

• 數位轉型創新：瀚錸科技（智慧物聯網應用與管理）、大晟資產管
理（未來租賃）

• 永續商業創新：嘉和健康生活（嘉和食尚永續新未來）、信義企業
集團（商業創新模式）、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健康與福
祉的消費者需求）

• 永續行銷創新：台灣康寧顯示玻璃（永續品牌形象）、星享道（新
型態飯店永續超能力）、林本堂（創意商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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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藥
創新

由田新技（智慧醫療與管理）

智慧醫療是以新興資通訊技術(ICT)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智慧型應用，
包括醫療照護、公衛監測、疾病判讀、疾病管理、醫務管理等。
期待參賽團隊提出可提升醫療與照護品質的創新智慧醫療應用，
及相關因應的創新管理方法。

虎元漢藥（未來漢藥行）

我國中藥房因為法規及現實問題導致每年消失300間。為了延續中
藥產業的發展及推廣中藥文化，成立㇐間“未來漢藥行”為公司
中遠期目標，這間“未來漢藥行”需要包含智能概念、綠建築、
環境永續、教育意義、並且能成功吸引年輕人潮，帶動另㇐波漢
藥風潮(相對於咖啡風潮)，希望參賽者能設計出㇐間符合以上概念
的未來藥行，並說明營運模式及如何推廣漢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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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
創新

老五老基金會（獨居⾧者的智慧生活）

疫情時代少了實體的陪伴與關懷的支持，使得原本就獨居的⾧者
變得更加孤獨。多數⾧輩對於使用3C產品並不熟悉，獨居的⾧輩
更是因為沒有同住家人可以隨時協助操作或是解答問題使其在學
習上難上加難。在此期盼透過參賽者集思廣益，提出㇐個能以科
技照顧結合⾧者陪伴與身體活動的創新服務，讓⾧輩疫情時代也
能過得充實且健康。

點睛科技（失智預防的智慧化三動訓練）

罹患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有㇐年的黃金訓練期，能幫助認知
能力恢復正常，降低失智症的發生，妥善提升認知能力訓練=幫大
腦復健。本次命題請參賽隊伍發想以AI, IoT技術能如何融合日常生
活應用到三動，以動腦、運動、互動，透過智慧化的三動訓練活
動來預防與延緩輕度認知障礙（MCI）。 7



2022

健康樂活
創新

愛陌生（聽見AED、社會行銷—活下去）

台灣AED (自動體外電擊器)的設置密度是全球第二名，每年有超過
兩萬人突發性心跳停止，有52%的事件在方圓300公尺內就有公眾
AED，但AED使用率不到3%，造成需要的人無法獲得即時救助，
讓台灣路倒病人的存活率只有西雅圖的五分之㇐。

期待參賽團隊基於社會影響力最大化的目標，並兼顧社會企業自
給自足的前提，思考如何連結群眾與社會救護資源，讓需要活下
去的路倒病患能即時獲得AED救助。參賽團隊需要提出聽見AED整
合方案的商業模式與推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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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
創新

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偏鄉照護永續經營）

請針對成⾧期偏鄉社會福利團體如何提高知名度並取得多大眾的
認同感，進而得到募款資助，使各項身心障礙者、⾧照等社會福
利服務得以順利推動，此目標為行動發想，提供創意務實解方，
企盼本會早日順利籌建伯立歐家園。

9
https://www.joyce-agap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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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
創新

歐旻慈善基金會（偏鄉環境教育推廣）

歐旻秉持友善生態與環境永續的堅持，盼能在雲林縣元⾧鄉扮演
好環境倡導的推手，以期在當地藉由教育過程，使居民們獲得保
護及改善環境所需之相關意識、重視及實際參與。

請各參賽隊伍針對雲林縣元⾧鄉環境教育及友善生態行動為發想，
提供創意務實解方，企盼雲林守望幸福園區能成為在地的示範推
廣平台，以利後續向社區宣導相關理念。

10https://udn.com/news/story/7326/641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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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
創新

樂器銀行（創新商業模式）

樂器銀行計畫成立於105年，經過七年的運轉及服務，足跡不只在
本島的偏鄉學校，更到澎湖金門馬祖及蘭嶼，在各界的捐贈及努
力下，服務將近350校。在公部門的體制下運作，確實難以用商業
角度或是方式來經營及推廣，而各個合作廠商時不時也傳出和本
專案合作時，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而偏鄉的師資也是教學現場的㇐大難題。沒有專業師資且外聘教
師因交通時間及資源難以平衡下極易流失，早成孩子學習容易中
斷。在各種掣肘之下難以達成原先成立此專案的目標：解決偏鄉
藝術學習問題、平衡城鄉資源差距。在未來希望能解決在政府部
門的繁複作業下的模式，以類民營的方式自給自足，期待找到自
身的商業模式之外，並解決偏鄉師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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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
創新

瀚錸科技（智慧物聯網應用與管理）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是新興的科技趨勢，帶來了㇐個
資訊溝通的新概念。為達到應用效益所需的管理機制與方法也
非常重要。例如許多針對AIoT設備及與其相關的行動應用程式、
雲端服務的攻擊也隨之劇增，如何有效做好IoT資安管理與防
護是當前所面臨的重要議題。期待參賽團隊能提出AIoT應用及
提升整體效益的管理因應方法。

大晟資產管理（未來租賃）

請設計㇐個提案，如何透過無人化管理或是其他優化方式，可
透過設計app、系統等方式，使業者、房東客三方在「租賃、
管理」上更加得心易手，使租賃業的未來發展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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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商業
創新

嘉和健康生活（嘉和食尚永續新未來）

嘉新集團成立產後護理人之初提供坐月子服務的同時，同樣重
視媽媽們在於餐飲上的品質與客製化需求，因此設立餐飲事業
部，並分為杏本膳月子餐品牌(中央廚房)及collective elements
餐廳，餐飲事業部則以嘉和健康生活餐飲事業部營運。

 collective elements隱身在中山區精華地段，嚴選在地新鮮食材，
經過星級主廚以無國界養生料理創造美味新感受，另與健身中
心推出由營養師精算後的高蛋白增肌餐，舒適場域也提供包場
活動、私廚晚宴家族聚會，讓賓客在隱密的老台北回憶中享用
美味又健康的星級餐點。

在現有的口碑及基礎下，嘉和健康生活餐飲事業部致力於提供
健康飲食的概念與需求，但依然在營運上及未來定位策略上存
有諸多挑戰，企盼透過此案例分析，經由同學們的角度，重新
解構審視產品、營運或品牌的定位，創造營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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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永續商業
創新

信義企業集團（商業創新模式）

隨著社會與經濟的演進，人們更加追求生活品質的提升，物業
管理的服務品質逐漸成為高品質住宅的關鍵指標。

然而，當前台灣民眾所居住的房屋，依舊以傳統的透天厝、公
寓，與華廈為主體，物業管理服務尚未普及至公寓或是華廈形
式的住宅。為追求居民的健康與福祉，同時為物業管理產業提
供合適的工作機會。本命題請參賽隊伍以無電梯公寓型式或是
華廈型式為研究單位，了解居民之生活特性、物業管理服務潛
在需求，並利用資訊科技為工具，設計出符合居民期待且具備
財務可行性、使用便利性、服務可行性等面向之物業管理服務。
以期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達成永續城鄉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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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永續商業
創新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健康與福祉的消費者需求）

邁向第21年的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從前身綠主張公
司時期就以「共同購買改變世界」號召民眾參與，加以對合作
社型態及理念的認同，於2001年轉組合作社，開啟了以社員民
主參與方式，繼續共同購買及綠色消費之路。

隨著台灣人口結構、生活習慣、用餐習慣等的改變，於是社員
對於生活消費合作社有著更為多樣性的需求。主婦聯盟秉持著
用消費改善社會的精神，透過社員共同參與，共創美好的在地
生活的宗旨，期望透過參賽團隊的視野，來重新觀察與了解現
有社員的需求與消費模式，同時吸引新世代社員的加入。

本命題請參賽隊伍透過觀察或是訪談的技巧，藉由分析社員的
群體輪廓與消費行為，發掘消費與服務的需求缺口，並提出具
可行性與成本效益的服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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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永續行銷
創新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永續品牌形象）

康寧深耕台灣超過20年，致力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康寧相信永
續經營的其中㇐環，就是與社區共榮共好，自2011年開始建立起
許多⾧期的公益活動，同時將資源投入我們所在的社區。期望參
賽隊伍能透過創意行銷/活動的方式，將分散在北中南各地的企業
社會責任活動做整合包裝，塑造康寧永續及創新的品牌形象。

創意行銷/活動內容請包含：

建立永續品牌形象的具體規劃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宣傳策略

宣傳工具與平台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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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永續行銷
創新

星享道（新型態飯店永續超能力）

文華道會館為㇐個15歲的藝術旅店，擁有196間客房，是逢甲
商圈的元老級飯店，當地的領頭羊在藝術和服務都是基本配備
的時代，文華道該如何走出新未來、重新定義\定位文華道？

「如果你們是㇐個在逢甲河南路上擁有168間房間新飯店的團
隊，請問要如何設計出這個飯店不斷電、不浪費、不無聊的服
務體驗與活動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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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行銷
創新

林本堂（創意商品設計）

霧峰林家被稱為五大家族之㇐，而宮保第園區為列為國定古蹟，
希望透過學生創意設計特色商品、紀念品，發揮永續觀光的精
神。

註：得獎者需簽署智慧財產權歸屬同意書，同意自公布得獎日
起，該作品之智慧財產權無條件讓與命題企業，命題企業擁有
無償重製及公開發行，且必要時對作品具修改之相關權利，不
需另支付日後使用酬勞或權利金。作者並不得對主（承）辦單
位與命題企業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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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準備資料
與

輔導機制

組隊、選題、解題
 10/31線上報名截止，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皆可，2-7名
 11/19繳交計畫書
 11/25公佈決賽名單，準備報告簡報
 12/11決賽日(靜宜大學、實體舉辦)，每場次選前三名，獎
金1.5萬、1.2萬、1萬。

計畫書
不得超過10頁，建議章節如下
㇐、計畫目標與問題界定
二、創意構想與原型建構
三、營運模式與競爭分析
四、預期效益與商業化潛力分析
五、團隊成員介紹獲獎與經歷(參考)
六、附件及參考資料(參考)

19



2022

準備資料
與

輔導機制

 I-Lab輔導組
隊、計畫書
準備、提案
簡報

1 黑客松設計思考跨校工作坊
(水湳史丹佛) ft. 逢甲商學院 10/13( 四 ) 18-20

2 黑客松計畫書與簡報架構 10/27( 四 ) 18-20
3 創新行銷策略 11/3( 四 ) 18-20
4 創新商業模式探討 11/10( 四 ) 18-20
5 計畫書輔導(㇐) 11/15( 四 ) 18-21
6 計畫書輔導(二) 11/27( 四 ) 18-21
7 提案簡報輔導(㇐) 11/29( 四 ) 18-21
8 提案簡報輔導(二) 12/1( 四 ) 18-21

 I-Lab激勵學
生跨領域自
主學習(延⾧
申請至10/20)

學生團隊組成須三人以上，限量20組，
完成以下事項可獲獎勵金4500
• 10/20前完成報名，依報名順序額滿20組。
• 完成I-Lab開設之相關新創競賽工作坊、提案輔導會議累計
至少3次。

• 完成黑客松之提案計畫書或簡報資料。
• 完成社群活動紀錄與自主學習反思之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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