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操作手冊 



步驟一：進入官網 

 

 

• QR-CODE： 

 

 

• 網址：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 

 

• 搜尋關鍵字：智在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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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


步驟二：前往「我要參賽」 

1. 點選「我要參賽」 2. 詳閱賽事規章並點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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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填寫註冊資料 取得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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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帳號：輸入組長信箱（往後賽事相關訊息將會
透過此信箱通知）。 

2. 設定密碼：請填英、數字組合，長度介於8~20字，
最少須3個數字，3個英文字。 

3. 組長姓名：指派一名組長為主要聯絡人，組長需具
備中華民國國籍。 

4. 身份別：選取社會人士／學生。如身份為學生，學
校名稱則為必填。 

5. 連絡電話：輸入組長電話（往後賽事重要訊息將會
透過此電話聯繫）。 



步驟三：填寫註冊資料 取得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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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何處得知此賽事：勾選得知賽事訊息之管道（如
勾選其他，下方開放欄位則為必填）。 

7.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完成註冊」。 



步驟四：收取驗證信 開通帳號 

1. 點選「驗證連結」 2.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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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信可能出現於垃圾收件夾， 
需先將驗證信移至一般收件夾後點選驗證連結 



步驟五：登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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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共有3分頁可點選：填寫參賽團
隊資料或計畫書上傳及資料更新
歷程。 

如因缺少資料無法送出，
會提醒您哪些資料填寫
不齊全。 

如需修改密碼可於此處
修改，若不需修改則免
填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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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1. 組員人數（含組長）：輸入團隊人數，需3人以上。 
＊備註：此欄位數字將會牽動下方團員資料欄位的多寡，如
更新數字，系統會自動刷新頁面，清空已填寫但未送出的資
料。請務必先確認組員人數再填寫資料，或者將資料成功送
出取得暫存後再更新數字。 

2. 團隊名稱（上限20字）：團員自行命名，如以公司行號等營
利性組織之名義參賽需取得單位同意，並上傳「公司、組織
參賽同意書」。如非公司、組織等名義參賽，則無須上傳。 

3. 是否有任一組員為主辦單位(含集團企業)的員工：如入選團
隊中有任一組員為主辦單位(含集團企業)的員工，則視為
「MediaTek示範隊」， 該團隊不得佔用入圍及決賽獎項名
額，主辦單位將另循員工入圍獎勵措施，並依分數排名補足
入圍團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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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4. 作品名稱（上限30字）：團員自行命名作品計畫名稱。 
5. 欲改善之問題（上限150字）：請填寫作品中想要改善在地的哪

些問題。 
6. 選擇區域：選擇一項鄉鎮市或區，如有跨區可備註說明，若無則

可免填。 
7. 在地諮詢或合作單位：田調諮詢或合作的在地單位，如在地鄉親、

地方政府、在地協會或團體等，只要是能幫助更深入了解在地的
在地角色都可視為諮詢或合作對象。若報名單位本身即為公共性
組織，可註明為同一單位，也可加列其他在地公共組織。 

8. 個資同意書：為取得雙方在個資提供與使用上的共識，請詳閱個
資同意書條例後，印製同意書並由全體團員簽名後上傳掃描檔。 

*備註：此欄位雖為必填，但若其他資料填寫完成只缺此文件，
您可先空著送出其他資料暫存，只要在報名截止日前登入重新
補上即可。 

9. 團隊是否需要參賽證明紙本：為響應節能減碳，請團隊自行依需
求決定是否需要參賽證明，若勾選是，請選擇紙本或電子檔 (可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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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10. 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項目：請團隊自行依該
作品「欲改善之問題」的議題種類與方向，自由勾選「符合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項目」 。 
 
何為SDGs？ 
貧富差距、氣候變遷、社會平權、經濟成長等難題，一直是人類
需要共同面對及解決的問題，為求世界能夠永續發展，2015年，
聯合國宣布了「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消除貧窮、減緩氣候變遷、
促進性別平權等17項 SDGs 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
SDGs 也成為各國政府與越來越多企業治理上付諸實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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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11. 團隊本次參賽作品是否曾獲得獎項？ 
 如勾選「是」，請條列作品獲獎獎項、獎金及補助等

資訊，詳閱說明文字並勾選「本參賽團隊已知悉並承
諾遵守「智在家鄉」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賽事
辦法及主辦單位訂定之相關規定，並聲明所提供之資
料均屬真實、正確，且無涉及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
或其他違法之情事。」。 

 
 參賽團隊作品若曾獲得獎項或補助，而有類似內容或

設計方向，仍可參與本競賽。惟基於本賽事著重作品
原創程度，請於作品中提示與前作差異、優化調整或
新創部分，主辦單位將納入評分考量。 

 團隊所提供之圖文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或違反本賽
事辦法-智慧財產權相關事項第2至5點，由參賽團隊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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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12. 團隊投稿內容是否與淨零相關？ 

 
何為淨零？ 
極端氣候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氣候危機是人類面臨的巨
大挑戰。而造成極端氣候的主因，便是人類生活過度排碳
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淨零碳排意旨特定時段內，人為
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扣除人為移除的量等於零。經過
國際多年的努力，世界多國已協議在2050年達到浄零目標，
台灣也不例外。 
 
無論在食、衣、住、行等各部分，請團隊自行依該作品是
否包含「減少碳排放」、「帶動低碳生活轉型」等淨零議
題內容，自由勾選「投稿作品是否與淨零相關」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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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組長、副組長資料 

13. 姓名：指派一名組長為主要聯絡人，一名副組長為次
要聯絡人，組長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14. 身份別：選取社會人士／學生。如身份為學生，學校
名稱則為必填。 

15. 年齡：填寫年齡。如未滿18歲，需下載填寫「未滿18
歲參賽同意書」後掃描上傳。 

*備註：如組員未滿18歲，參賽同意書雖為必填，但
若其他資料填寫完成只缺此文件，您可先空著送出其
他資料暫存，只要在報名截止日前登入重新補上即可。 

16. 性別：選取男／女。 

17. 國籍：選取本國籍／外國籍。 

18. 身份證字號：本國籍填寫身份證字號，外國籍填寫護
照號碼。 

19. 聯絡電話：如有重要通知可直接聯絡之電話。 

20. 通訊地址：如有相關文件(如參賽證明)可送達本人之地
址。 14 



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組員資料 

21. 姓名：該團員之姓名。 

22. 身份別：選取社會人士／學生。如身份為學生，學校
名稱則為必填。 

23. 年齡：填寫年齡。如未滿18歲，需下載填寫「未滿18
歲參賽同意書」後掃描上傳。 

*備註：如組員未滿18歲，參賽同意書雖為必填，但
若其他資料填寫完成只缺此文件，您可先空著送出其
他資料暫存，只要在報名截止日前登入重新補上即可
性別：選取男／女。 

24. 國籍：選取本國籍／外國籍。 

25. 身份證字號：本國籍填寫身份證字號，外國籍填寫護
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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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填寫團隊資料 

 

26. 填寫驗證碼後送出。 

 

27. 如送出後系統判斷資料不齊無法送出，上方會提醒您
哪些資料尚未填寫。如資料成功送出，系統將會自動
帶入計畫書上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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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上傳計畫書 
1. 上傳計畫書，檔案須以PDF格式遞交，大小上限25M。 

內容應包含(但不限)： 
 1.主題設定與問題分析。 
 2.在地諮詢或合作單位。 
 3.目標設定及預期社會影響力。  
 4.行動構想、改善計畫與落地規劃。 
 5.團隊組織分工說明。 

撰寫內容架構可參考「計畫內容範本」。 
2. 書面型、簡報型擇一提交即可。 
3. 上傳完成，顯示檔名，可直接點檔名開啟預覽。 

4. 檔案上傳成功，組長將會收到一封檔案修改確認信
(後續每次重新上傳均會收到此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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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上傳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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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資料更新歷程內可檢查檔案
名稱、更新日期。 



修改團隊資料／更新計畫書 
於報名截止時間前，均可重複步驟五到步驟七，登入帳密後修改團隊資料，並重新上
傳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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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頁面補充說明 

• 活動理念：智在家鄉賽事核心介紹，內含2023賽事宣傳影片、歷屆賽事精華影
片等，讓您深入了解賽事精神與賽事過程。 

• 賽事資訊：完整賽事規則資訊，包含賽事辦法、報名流程、評審名單，建議參
賽前先詳讀此分頁。 

• 最新消息：不定期更新賽事重要資訊。 

• 歷屆得獎：歷屆入圍與得獎團隊作品介紹，可以參考學長姐們的心血。 

• FAQ：歷屆常見問題總整理，有相關疑慮可以先來這邊找找。 

• 聯絡我們：如有其他疑問，歡迎來信詢問，我們會盡快回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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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rule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news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cement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faq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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