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SOLOMON A.I. Vision Camp 】
活動辦法
壹、活動目的
為推動台灣 AI 機器視覺產業的發展，協助學生與產業接軌，實際了解業界應用方式，
「台北
市政府」補助「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A.I. Vision Camp，於 7 月 29 至 31 日辦理為期三
天的 AI 營隊競賽，活動包含了 AI 技術演進與趨勢分析講座，以及和業界現有的軟硬體整合應用
實作及競賽；期望為台灣在 AI 技術產業方面，發現更多的優秀人才，以期厚植國家競爭力和增
加台灣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機會。
貳、營隊行程
July 29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30

Opening Remarks

Team building

July 30
Registration
~ e-F@ctory ~
The Future ; AI Realizing
manufacturing that is a
step ahead of the times.

攝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健發 課長

How to train your robot

Universal robots
10:30-10:45

10:45-12:00

Team building

Assessing Taiwan’s Growth
Potential Through AI

微軟 AI 研發中心
張仁炯 執行長
Lunch

Where AI is today
and where it's going

台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趙式隆 理事長

15:00-15:30

15:30-17:30

System integration
camera/robot

Solomon Tech Corp.

Competition

Break
Intro to AI machine
Workshop
learning-classification
Solomon AI vision software
and recognition

Solomon Tech Corp.
17:30-18:30
18:30-21:00

Development &
Implementation

Break

12:00-13:30
13:30-15:00

July 31

Solomon Tech Corp.

Award & Closing
ceremony

Dinner
Marshmallow
Challenge

Development &
Implementation

※本活動供應餐點，但不供應住宿。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及講師之權利。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主辦單位：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贊助單位：

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

肆、重要時程
日期

項目

即日起

開放線上報名

6/30
23:59前

備註
營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QFAEN4CZip9jD8J58
 銀行名稱/代碼：台灣銀行成功分行 (004-2569)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銀行帳號：256-001-000118

完成線上報名&繳交保證金

※名單請至SOLOMON Technology Corp
7/15

粉絲專頁查詢

公布隊伍名單

https://www.facebook.com/solomon2359/
7/29-31

SOLOMON A.I. VISION CAMP

伍、招生對象：建議國內大專院校以上之有程式經驗(C++/C#)學生團隊參加
資格說明
一、團體報名：2-7人組成之團隊，可跨校或跨系所，應屆畢業生得以參加。
二、個人報名：1人報名者將於活動前由執行單位隨機分配方式分組。
※招收上限預計為 42 人(8 位備選，預計招滿 50 位為止)，每組 7 人，共 6 組。
※如有未滿 7 人之組別，執行單位將隨機分配湊滿，分組名單於營隊前 15 天公布於 SOLOMON
Technology Corp 粉絲專頁。
陸、營隊競賽地點：
digiBlock Taipei 台北數位產業園區 C 棟 1 樓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87 號 C 棟)

柒、筆電規格限制：
為因應課程教學軟體之需求，請參與隊伍攜帶 2~3 臺符合以下規格之筆電。
CPU：i5 以上、Ram：16G、Nvidia 顯示卡：Geforce 1060 6G 以上
捌、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

活動於公告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請至 SOLOMON A.I. VISION CAMP 營隊競賽表
單上報名。

報名費用

1000 元/人 (此費用為保證金，全程參與者將於活動結束後 1 週內退還。)

報名手續

參賽隊伍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作業。

※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利，成功錄取名單將公布於 SOLOMON Technology Corp 粉絲專頁。
玖、實作成果競賽與評分方式：結果將會依照評審給分之平均作為勝負依據
關卡回合

關卡介紹
主辦單位將物件堆疊於指定

第一回合

位置上，透過視覺判讀夾
取，並放入籃中。

第二回合

評分方式
《比數量》固定時間內，依據籃內物
件數量決定分數
《比速度》固定數量內，最快將全部
物件夾取至籃內即完成

主辦單位將不同物件混和、

《比數量》固定時間內，依據籃內正

隨機堆疊，參賽隊伍需透過

確分類之物件數量決定分數

視覺進行夾取，並分類擺放

《比速度》固定數量內，最快將全部

至不同位置。

物件正確分類並夾取至籃內即完成

機台模擬
圖示

※以上關卡介紹及評分方式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以競賽當天公布為主。

配比

競賽時間

20%
20 分鐘
20%
30%
20 分鐘
30%

壹拾、


表揚與獎勵

總獎金新台幣 100,000 元整

壹拾壹、

名次

獎勵

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整+獎狀

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整+獎狀

第三名

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整+獎狀

參加者

參加證書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之設計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絕無抄襲、盜用、冒名頂替或侵犯他人權益與著作權等
情事。參賽作品若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之侵害，將被取消
參賽資格，若有得獎亦將追回獎金，並由參賽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二、得獎作品之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原則歸屬於參賽隊伍所有，主辦單位對於參加決賽作品均有
攝影、錄音及展覽之權利。
三、主辦單位得保留所有得獎作品之照片、設計圖、說明文字、錄影等相關資料之使用權， 並
有權以任何形式重製、公開展示、編輯、利用或散布，以利推廣宣傳相關活動。
四、參賽者必須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之決議，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或競賽規範而遭淘汰，
絕無異議。
五、得獎者所獲得之獎金或獎品，應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六、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需更改相關內容及辦法或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
位與執行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得另行補充（包括活動之任何異動、更新、修改），將以執
行單位公告內容為依據。
七、如有活動辦法及競賽規則等問題，請聯繫：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錢小姐 電話：07-336-2918 #1511
E-mail：7740@cpc.tw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蔡小姐 電話：02-8791-8989 #2815
E-mail：jill_tsai@solomo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