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2021 傑出資訊人才、傑出資訊創新及傑出資訊應用獎」

實施計畫 

臺北市政府 109 年 11月 5 日府授資綜字第 1093012869 號函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 104年 2月 4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4361 號函。  

二、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優秀員工選拔及表揚要點。  

三、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資訊競賽活動獎勵金發放暨審查計畫。  

貳、 目標  

一、 表揚傑出資訊人才，激勵資訊人員士氣。  

二、 鼓勵各機關利用資訊科技創新應用，以提升機關行政效能。  

三、 善加利用本府提供之共用平臺，增進機關行政效率。  

參、 主辦單位：本府資訊局  

肆、 範圍：本府各機關、機構及學校（以下簡稱機關） 

伍、 辦理期程  

一、 報名及繳交資料期間：110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  

二、 選拔期間：110 年 2 月底前完成。  

三、 頒獎：110 年 3 月底前完成。  

陸、 參選獎項及條件 

一、 傑出資訊人才  

(一) 擔任本府各機關資訊業務專職或兼職工作，須連續服務滿二年以

上之資格認定，不含職務代理人及代課老師。  

(二) 最近三年內未曾獲選為本府傑出資訊人才者。  

(三) 最近三年未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平時考核受申

誡以上之處分。  

(四) 最近一年內考績（成）、成績考核未曾列乙等或相當等次以下。  

(五) 從事於機關資訊實際工作，應用於各行政業務領域，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者：  



1. 從事機關資訊化之推動、管理與應用，具有特殊貢獻，足為本

府各機關楷模者。  

2. 從事資訊教育、資訊技術或資訊學術研究，具有特殊貢獻，堪

稱本府各機關楷模者。  

3. 從事機關資訊專案之規劃、開發及推動，具有特殊貢獻，允當

本府各機關楷模者。  

(六) 每個機關至多推薦 1位，如 2 人以上，將判定以先投件者參選，

其餘失效，機關不得提出異議。  

二、 傑出資訊創新  

(一) 機關自行開發之創新資訊應用案例。  

(二) 機關自行規劃後委外開發之創新資訊應用案例。  

(三) 未曾獲選傑出資訊創新之應用案例。  

(四) 未曾代表本府參加智慧城市展或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等國內外資

訊獎項之應用案例。  

(五)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之功能效果、使用介面、樣式創新具重大績

效，有效提行政效率或民眾滿意度。  

(六) 每個機關至多推薦 1案，如 2 案以上，將判定以先投件者參選，

其餘失效，機關不得提出異議。  

三、 傑出資訊應用  

(一) 以本府提供之共用平臺，如數位儀表板、資料大平臺、數位表單

整合平臺、報表中心、圖資平臺、台北通、智慧支付、網站平臺

等，機關發揮創意應用。  

(二) 未曾獲選傑出資訊應用之應用案例。  

(三) 資訊應用之功能效果、創意具重大績效，有效提行政效率或民眾

滿意度。  

(四) 每個機關至多推薦 1案，如 2 案以上，將判定以先投件者參選，

其餘失效，機關不得提出異議。  

四、 同一資訊應用案例只能選擇參加「傑出資訊創新」或「傑出資訊應

用」，如一案同時報名二獎項，則由主辦單位依資訊應用案例性質選

擇一獎項參加，機關不得提出異議。  

柒、 參選須知 

一、 報名時間：109 年 12 月 16 日至 110 年 1 月 15 日止。  



二、 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oictp.gov.taipei/)，參選者於線上註

冊、登入後，完成參選相關資料輸入，並上傳報名表及成果資料，完

成報名手續。  

三、 報名表電子檔填完資料，經由參選人、聯絡人、機關首長（或其代理

人）用印後，掃描成 PDF檔後上傳。  

四、 成果資料上傳前應轉為 PDF檔，大小不超過 20MB，第 1頁封面應標示

機關名稱、參選獎項、傑出資訊人才註明參選人(或連絡人)姓名，傑

出資訊創新及傑出資訊應用註明聯絡人、專案名稱或應用名稱，第 2

頁撰寫 500字以內之成果簡介，第 3頁起依參選獎項之評選項目大綱

(本計畫玖、評選項目及配分)依序撰寫，總頁數不超過 12頁(含封面

及附件)。  

五、 進入複選階段者(傑出資訊人才、傑出資訊創新及傑出資訊應用)，應

準備簡報檔，進行 10分鐘簡報，由評審委員提問時間不列入計時，答

詢 10分鐘，採統問統答方式，並依評選項目評分，擇優選拔。  

六、 簡報檔於複選前 2個工作天交付承辦單位。  

捌、 評審方式  

一、 由本局擇聘市政顧問或資通訊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

審。  

二、 初選階段  

(一) 時間：報名截止日次一工作天起 10個工作天內。  

(二) 採線上文件審查，由評審委員就傑出人才、傑出資訊創新及傑出

資訊應用之成果資料進行審查，依評選項目及配分進行評分，並

轉為序位，依序位和由低至高各取 6名入圍，同分得並列，各獎

項至多入圍 12名。如因同分並列致單獎項總名額超出 12名，則

以序位排序，以獲得委員評定有最低序位值或同最低序值次數較

多者優先，依序取 12名。若仍超出名額，則重評並列者達至額

度內。  

(三) 初選入圍名單將於網站公告並另行文通知複選時間及地點。 

三、 複選階段  

(一) 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二) 由初選入圍者進行 10分鐘簡報，由評審委員提問，時間不列入

計時，答詢 10分鐘，採統問統答方式，分別依評選項目評分，



並轉為序位，依序位和由低至高，傑出資訊人才、傑出資訊創新

及傑出資訊應用各取前 3名，得從缺，同分得並列，各獎項至多

取 6名。如因同分並列致單獎項總名額超出 6名，則以序位排

序，以獲得委員評定有最低序位值或同最低序值次數較多者優

先，依序取 6名。若仍超出名額，則重評並列者達至額度內。 

(三) 評選委員得於傑出資訊創新及傑出資訊應用之入圍者中，可針對

服務人數、節省經費、跨機關等方面給予特別獎，至多 2名，得

從缺。 

玖、 評選項目及配分 

一、 傑出資訊人才  

(一) 個人主辦或參與專案之貢獻及績效(45%)  

(二) 個人日常推動機關相關資訊工作之貢獻及績效(45%)  

(三) 服務本府各機關(可累計)資訊工作之資歷(10%)  

二、 傑出資訊創新  

(一) 創新度(40%)  

(二) 實施影響範圍(15%)  

(三) 實施成效(25%)  

(四) 可移轉性(20%)  

三、 傑出資訊應用  

(一) 創意度(40%)  

(二) 實施影響範圍(15%)  

(三) 實施成效(25%)  

(四) 可移轉性(20%)  

壹拾、 獎勵  

一、 初選入圍者：每案頒發獎狀一紙，壹仟元禮券，複選優勝者除外。  

二、 複選優勝者：  



(一) 傑出資訊人才：第 1名伍仟元禮券，第 2名肆仟元禮券，第 3名

獎參仟元禮券，及每名獎牌一只。  

(二) 傑出資訊創新：第 1名壹萬元禮券，第 2名捌仟元禮券，第 3名

陸仟元禮券，及每案獎牌或獎盃一座。  

(三) 傑出資訊應用：第 1名捌仟元禮券，第 2名陸仟元禮券，第 3名

肆仟元禮券，及每案獎牌或獎盃一座。  

(四) 特別獎：每名參仟元禮券。 

(五) 預計於智慧城市展活動期間公開頒獎。  

三、 上列傑出資訊人才獎勵額度依本府各機關學校優秀員工選拔及表揚要

點第 4點、第 13點規定辦理。  

壹拾壹、 經費 

一、 各選拔作業所需經費由資訊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二、 除資訊局委員外餘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規定支付出席費、交通費及審查費。  

壹拾貳、 其他 

一、 參選各獎項繳交之資料及成果不可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  

二、 參加報名者，應於報名截止日前上網填報及上傳相關資料，報名截止

日後將停止資料上傳，報名期間如有因電腦、網路或不可歸責於辦理

單位之事由，而使上傳之檔案不完整、錯誤或毀損之情況，辦理單位

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選者亦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三、 得獎之應用或提報之資料涉及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經法院判決屬實，

則願意無條件取消得獎資格，退回禮券、獎狀、獎牌、獎盃等。  

四、 收件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件或抽換。逾期及資料不全者，

不予受理。  

五、 年度選拔作業有功人員，俟每年度選拔作業結束後，得另案簽陳獎勵

事宜。  

六、 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政府 2021 傑出資訊人才報名表  
  

服 務 機 關   （機關全銜）  黏貼最近之半身

照片  

姓 名    性 別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Email    

任職本機關資訊

工 作 年 資  

截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計  年  月  

近 3 年

考績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等  等  等  

近 3 年是否曾受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是 □否  

是否曾當選本府傑出資訊人才  □是，曾獲     年   □否  

參與專案名稱    

專案期間    專案預算    

專案成員  

(除參選者外其餘成

員標示職稱即可)  

  

專案及負責業務

概述  

(限 100 字以內)  

  

成果資料檔檔名    

連絡人 : 

電 話 :  
  機關首長    

  

  



臺北市政府 2021 傑出資訊創新報名表  
  

機 關 名 稱  (機關全銜)   
 

資訊系統名稱    
 

承辦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Email    
 

建 置 期 間 
    建置 預算  

團隊成員  

(成員職稱及姓名，

至少 2名)  

   

資訊系統概述  

(限 100字以內)  

   

成果資料檔檔名  
   

連絡人電話  
   

連絡人    

 

機關首長  

  

  

  



  

臺北市政府 2021 傑出資訊應用報名表  
  

機 關 名 稱  (機關全銜)   

資訊應用名稱    

承辦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Email    

建 置 期 間 
   建置預算  

團隊成員  

(成員職稱及姓名，

至少 2名)  

  

資訊應用概述  

(限 100字以內)  

  

成果資料檔檔名  
  

連絡人電話  
  

連絡人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