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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際青年創業黑客松說明簡章 

  



關於SPRINT 
 

「SPRINT」國際青年創業黑客松為中國大陸愛特眾創及台灣EnvisionRecruit顧問公司

委託H.SPRINT 執行辦理，連結青年團隊與亞洲新創圈，提升創新創業學習與認知， 

強化國際創業視野，促進青年加入亞洲創業圈之意願，提升青年未來競爭力。 

可以從近年亞洲的創業圈中可以發現以下趨勢： 

1. 亞洲是一個巨大的市場，2014年總人口數達到44.27億，佔世界總人口的60％

以上 

2. 亞洲創業社群蓬蓬發展中，並吸引國際目光與重視 

- 阿里巴巴創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IPO案  

- Google在韓國首爾設立Google Campus 

- Facebook 在台設立創業加速計畫 

3. 台灣政府推動亞洲矽谷及新南下政策 

未來是亞洲市場，因此培養學生能夠突破傳統工作視野的企圖心，及促進學生
有應對社會環境問題的解決思維，與讓學生理解新型態發展的亞洲創業環境是
刻不容緩。  

 
而本次我們將邀請亞洲科技新創公司、投資人、科技媒體與高科技企業的高層主



管參與，瞭解亞洲各國家市場狀況、亞洲投資狀況，促進亞洲各國間之交流。 

 

如果你： 

- 想在企業的高層主管或相當活躍的國際創投面前展示你的創業想法  

- 渴望得到的國際投資人的見解或觀點  

- 正在尋找或建立創業的合作夥伴  

 

我們真誠地邀請你參加4月8-9日的SPRINT， 

享受與合作夥伴的交流時刻！ 

 

 
 
 
 
 
 

主辦單位： 
愛特眾創、EnvisionRecruit 

協辦單位：台灣微軟 
執行單位：H.SPRINT 

贊助單位：e27(新加坡)、Nulab inc.(日本)、Save on Study(台灣)、Shift(韓國) 
TechNode (大陸)、TopAdmit(台灣)、飛博共創(大陸)、美圖秀秀(大陸) 

媒體夥伴：數位時代 
合作夥伴： InnoVEX, Rookie Fund, SLP, 台灣紫牛創業協會, 

Startups(BAND, Between, gogolook, HelloWings, iCHEF, mit.Jobs, MotionElements, 
QLL, WritePath, 停車大聲公, 種子基地, 龍骨王, 鐘點大師等) 

 
 

https://www.writepath.co/tw
https://qland.qll.co/
http://band.us/home
http://www.topadmit.com/
http://www.saveonstudy.com/
http://www.longgood.com.tw/
https://www.ichefpos.com/zh-tw?gclid=CjwKEAjwzKPGBRCS55Oe46q9hCkSJAAMvVuMmN8-Ei_RqEjAcUnI2VuPbFLIV6ekFls7Egiuyd1RzxoC4Q_w_wcB
http://rookie.fund/
https://slptaipei.org/
http://www.saveonstudy.com/
http://www.shifts.asia/index_en.html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
http://www.hourmasters.com/
https://parkinglotapp.com/
http://tw.technode.com/
https://mit.jobs/?locale=zh-TW
http://www.taiwantechmakers.com/
https://between.us/?lang=zh_hant
https://whoscall.com/en-US/
http://www.envisionrecruit.com/
http://www.longgood.com.tw/
http://www.motionelements.com/zh-hant/
http://www.feibo.cn/
http://tw.weibo.com/atcafeme
https://e27.co/
https://nulab-inc.com/
http://xiuxiu.web.meitu.com/
http://innovex.computex.biz/2017/show/defaultEn.aspx
https://tw.hellowings.com/
https://www.facebook.com/seedsbase/
https://www.bnext.com.tw/


活動簡述  
 
  

我們將透過一天半的時間讓學生在企業導師的指導下完成創業作品。當天邀請具有國
際市場拓展經驗之創投、創業家等擔任評委評選出數隊優勝團隊，並贊助前往廈門或
新加坡參與創業活動，讓學生擁有國際創業視野、提升學生競爭力。 

 
活動日期：2017年4月8 (六) 12:00 - 9 (日) 20:00 

招募對象：團隊內至少有一名學生(畢業一年內亦可) 皆可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YOUR SPACE（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3樓)  

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17年3 月25日（六）止（延長至3月31日） 
－建議三至四人組隊報名，團隊成員可包含設計、工程與商業模式經營專長

等。 
　－線上填寫報名表單與活動概念作品簡介，報名網址→https://goo.gl/RCzY1P 
 
  篩選方式： 

－概念作品敘述完整性 
－新創相關單位或是老師推薦隊伍優先入選 
 

入選公告：2017年４月１日（六）20:00 E-mail通知入選隊伍 
 

網址：http://sprinthackathon-tw.weebly.com/ 

　ＦＢ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ackSprint 

　#Hashtag：＃Sprint  #HackSprint 

 
 
 
 
 
 
 
 
 
 
 

https://www.facebook.com/HackSprint
http://sprinthackathon-tw.weebly.com/
https://goo.gl/RCzY1P


競賽內容 
 
活動當天參賽隊伍可以攜帶半成品，並在三大城市主題下選擇性搭配企業命題完成競
賽。 
 
城市主題: 

- 智慧城市: 在普通的衣、食、住、行中發現需求，將科技融入其中，達到
生活更加健康便捷的目標（機器人、可穿戴裝備、圖形影像識別、自然語
言識別、人機交互、無人駕駛、互聯網)。 
 

- 消費城市: 新型消費方式層出不窮，花式行銷方法屢見不鮮，在保證溫飽
後，人們開始追求品質生活(消費升級、共用經濟、互聯網)。 

 
- 文化城市: 2016創業的一匹黑馬，以幾筆文字，或是影音圖像聚集引起眾

多關注，進而產生撼動人心的力量(新媒體運營、視頻直播、網路紅人、
IP等方向)。 

 
企業命題: 

- 台灣微軟技術命題： 每組將發放Azure 雲端計算，以此作為產品開發。 
- 韓國Shift Asia商業命題： 以韓國Shift Asia 韓國美妝產品及通路作發想，並 
有機會獲得台灣經銷資格。 
 

- 日本Nulab 專案管理：採用Nulab 專案管理工具者，有機會獲得Nulab 企業
獎。 
 
 
 

Mentors導師群 
導師將分為團隊導師、企業導師與創業募資導師協助參賽隊伍。 
 

- 團隊導師 
每組入選團隊依產品概念分配團隊導師，團隊導師由新創CEO/Country 
Manager現場擔任，導師名單如下：iCHEF COO Benjamin Wu、
MotionElements CTO Mark Sun、QLL CEO 葉慧瑜、WritePath CEO 金
超群、停車大聲公 CEO Ronald Yu、種子基地 CEO Romona、龍骨王 
CEO 陳致睿、鐘點大師 CEO 姚長安。 
 

- 企業導師 

由兩岸企業代表於現場命題(技術/主題)指導或產品設計指導 

Nulab inc.(日本)、台灣微軟(台灣)、美圖秀秀(大陸)、飛博共創(大陸)。 
  

  -       創業募資導師 
與團隊導師不同在於，創業募資導師提供參賽團隊關於創業時所需募資資
訊與協助，如43 Ventures(香港)、BE Capital(台灣)、inno(大陸)、
PhineHurst Advisor(台灣)。 

 
 

 
 



評審方式 
 

- Demo: 5+2分鐘Q&A 
- 評委：5位包含企業代表/創業家/投資人 
- 配分標準：作品創新性30%、商業可行性30%、作品完成度20％、邏輯表

達力(英文優)20% 
 
 
 

 
優勝獎項 
獲獎團隊均頒發獎狀，各獎項由個別單位提供，參賽團隊可重複得獎。 
 

- 愛特眾創獎：6組(三大主題各選兩組) 
愛特眾創代表遴選參與*廈門兩岸青年創意駭客松體驗營(5/3~5/5)，頒贈
獎狀及提供台北至廈門之機票及住宿, 每組1-2人。 
 

- TopAdmit & Save on Study獎：1組 
TopAdmit & Save on Study代表遴選，並與越南獲選學生團隊一同參與新
加坡創業活動ECHELON ASIA SUMMIT 2017(6/28~6/29), 頒贈獎狀及提
供台北至新加坡機票及活動票, 3人 。 
 

- e27獎: 1組 
e27 Asia Head遴選， ECHELON Asia Summit 活動票 3 張 。 
 

- TechNode獎：1 組 
大會遴選， TechCrunch 深圳 活動票 3 張。 
 

  -       NuLab獎：2組 
　　   Nulab inc.遴選，貝格樂專案管理工具一年份。 
 
*廈門兩岸青年創意駭客松體驗營為與陸生交流創業比賽，與陸生進行深度交流
，在體驗營中獲勝隊伍還可再獲得獎金三萬元人民幣。 

 
 
 
 
 
 
 
 
 



活動流程 
 

4/8 
1200-1230  報到 
1230-1300  開幕 
1300-1340  企業命題 
1340-1830 Coding 
（1400-1500 Workshop I 產品設計,  主講人：美圖秀秀 產品經理） 
（1530-1630 Workshop II商業模式,  主講人：飛博共創 產品經理） 
1830-  *實證 、離開會場 

4/9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Coding 
（0900-1000 Workshop III創業與募資, 主講人：愛特眾創總經理）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最後衝刺 
1400-1630  發表（每組5+2分鐘Q&A） 
1630-1700  評審講評與頒獎 
1700-1710  閉幕 
1710-  賦歸 
1800-2000  After Party （當天通知） 

*實證:參賽隊伍需做實際驗證支持隊伍作品的市場接受度 
   (e.g.facebook按讚數、youtube點閱率、使用者回饋)。 
 
 
 
 
 
 
 
 
 
 
 
 



Q&A 
 

 
Q:需要報名費用嗎? 

A:活動不需要報名費，僅有After Party需自行負擔酒水費用。 
 
Q:可以個人報名嗎? 

A:建議團隊報名，可線上單獨報名。 
 
Q:這個活動跟黑客松有甚麼不一樣? 

A:我們允許攜帶半成品挑戰並需要做實證，我們會贊助優勝隊伍至各國參賽、
與理想企業業師免費賽後指導；而黑客松禁止攜帶任何coding，獎項也僅有純獎金。 
 
Q:有需要過夜嗎? 

A:不需要過夜，所以住宿需自理。 
 
Q:當天有提供餐飲嗎? 

A:當天會準備餐飲給競賽團隊。 
 
Q:一定要完成城市主題嗎? 

A:城市主題一定要完成，主題可以多選，也可以單選。 
 
Q:一定要完成企業命題嗎? 

A:可以不需要完成企業命題，但完成有獲獎機會。 
 
Q:城市主題與企業命題可以一起完成嗎? 

A:可以在城市主題下選擇性完成企業命題。 
 
Q:可以不要完成實證嗎? 

Ａ：參賽隊伍一定要完成實證支持自己的市場接受度。 
 
 
 
 
 
 
 
 
 
 
 
 
 



單位介紹  
 

 

 

 

 

愛特眾創共用型辦公社區，起源於2012年，創始人姚錦程與天使投資人蔡文勝以眾籌

的方式聯合發起“愛特咖啡”。 

2015年5月，成立全新品牌愛特眾創，以聯合辦公空間為主，配套孵化器、加速器、天

使投資等服務。 

2016年，愛特眾創被評為“國家級眾創空間”。通過提供全要素孵化服務，著力於打選

一個集創業執行力、創業想像力、創新執行力為一體的青年社群。 

目前，空間6個分部，總面積14607㎡。配套的咖啡廳5個，已有超過5000人在這裡交

流，超500場活動舉行。愛特眾創集結了60多家投資機構與媒體聯盟，以蔡文勝領銜的

導師團，每年通過各種形式為創業者輔導，為夢想加速。 

 

e27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is a media company focused on growing Asia’s              

technology startup ecosystem. It reports on tech startup news, trends and           

personalities relevant to startup communities in Asia and also organizes the           

much-celebrated Echelon conference. Other community events include. Founders        

Drinks, a monthly meetup in several cities around Asia and most recently, Echelon             

Ignite, a spin-off conference from Echelon to catalyze younger  



 

Nulab 是一間成立於2004年的敏捷式軟體開發公司，總部位於日本福岡，並在東京、 

京都、新加坡、紐約和台灣均設有辦事處。 

公司致力於開發協作工具，以推動及促進工作團隊之間的協作與溝通。Nulab的產品有

：Cacoo、貝格樂和Typetalk。 

 

startup communities. 

TechNode is a tech blog, writte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focused on startups              

and tech happenings in China and Asia in general. TechNode also organizes            

TechNode Touch (TNT), a monthly meetup for startups, and ChinaBang Awards, an            

annual event that rewards the best Chinese startups, in Chinese tech cities.            

TechNode is the official partner of TechCrunch in China and manages           

TechCrunch.cn and TechCrunch conferences in China. 

 
聯繫方式  
 

- E-mail 

hsprinthackathon@gmail.com 

- Sponsorship and others:  

Yani Lee, leeyani@gmail.com 

mailto:hsprinthackathon@gmail.com
mailto:leeyan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