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魚客松 比賽規範
1. 一般規則
參賽資格
所有參加者必須經由主辦城市的報名網站事先報名。於 Fishackathon.co 可找到全球參賽城市
的列表。魚客松保留可隨時確認參賽資格與裁定爭議的權利。如果你以公司的一員或是代表你
的雇主參賽，所有參賽規則適用於你個人，以及/或你的雇主。如果你在職務範圍內報名，如
以他人之員工、包商、或代理人之身分報名，你需保證該方完全知曉你的行為並同意之，包括
你可能獲得的獎項。你進一步保證，你的行為不違反你雇主或公司的政策與流程。
只有在所報名參賽的城市的比賽開始至結束期間內的創作才符合獲獎資格。
參賽
魚客松初賽的開始與結束時間由各主辦城市自行決定。所有參賽者必須事先報名。報名網頁將
定期更新，主辦單位於活動接近時，會聯絡報名者提供活動詳細資訊。
提交
參賽者將依據報名網頁的說明，親自參加該城市現場活動。所有的參賽者同時必須登錄
fishackathon2016.devpost.com 網站，以便於活動結束時，上傳提交他們的簡報至 Devpost 全
球魚客松平台 (Fishackathon gallery)。簡報於活動結束時應儘快上傳，不得遲於台北時間 2016
年 4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5 點。

由評審小組於 4 月 24 日週日選出的每一城市初賽獲勝團隊，必須儘速線上上傳他們的簡報，
以取得參加全球決賽的資格。簡報必須於台北時間 201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5 點前上
傳至 Devpost 。初賽獲勝團隊必須於下拉式選單中選出他們所代表的城市。初賽主辦單位應
鼓勵參賽團隊於 2016 年 4 月 24 日週日離開活動現場前提交他們的簡報，也鼓勵未獲勝的
團隊提交他們的作品至 Devpost 。
提交作品時所列出的每一位參賽者必須事先經由官網報名並登錄
fishackathon2016.devpost.com 網站。初賽主辦單位必須收集每一參賽者的姓名與聯絡資訊。除
該初賽單位另行指定，每一團隊人數為 2-10 人。
所有的提交必須包括五分鐘簡報，使用 Power Point 或其他數位簡報軟體。如果初賽主辦單位
無法提供技術支援，請以電子郵件告知活動主辦單位 partnerships@state.gov。
其他規定：


不論是團隊或個人，提交的作品必須是參賽者的原創作品；




提交的作品不得包括任何廣告或拉票行為；
提交的作品不得包含任何不當連結：(1) 威脅、騷擾、貶抑、或仇恨；(2) 譭謗； (3)
欺詐或民事侵權；(4) 猥褻、非禮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內容；或 (5) 未經版權擁有者事先
同意，即使用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項目。




提交的作品不得包括任何可能會引發犯罪或民事責任，或鼓勵從事構成犯罪的行為；
提交的作品必須遵從所有的法規與政策。

在魚客松活動所開發的所有作品必須同意採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創用 CC-姓名標示-相同方
式分享-國際版授權 規範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簡
稱 CC-BY-SA 4.0)。
魚客松和其代表人對以下狀況將不負任何責任，並可對是否拒絕受理提交保留唯一且絕對的定
奪權：因網際網路或電子郵件伺服器故障或其他原因導致任何提交被更改、篡改、誤導、不完
整、不符合要求、毀損、遺失、延誤、或不合格。提出傳送的證明並不等於確收的證明。在活
動期間，每位參賽者若有聯絡方式或其他資訊的變動，參賽者本身有責任告知Fishackathon.co
及其代表人。美國政府保留開發魚客松比賽期間所創作的任何應用軟體的權利。一旦參賽並同
意遵守這些條款後，創作出這些開放原始碼應用軟體的參賽者即放棄任何未來向美國政府求償
的權利。

2. 程式規範
程式設計者可以不受限制使用任何程式語言來設計應用程式或網站。
平台：建議所提交的作品能在以下平台之一運行


Android 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Google 眼鏡等）



iOS 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



SMS 文字簡訊



Windows Phone 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



BlackBerry 黑莓設備



Web 或行動裝置網頁 (mobile web)（使用 Ionic 或是 PhoneGap 框架也可接受)



Windows 電腦



Mac 電腦



Kindle



其它任何硬體, 使用由該硬體製造商所提供的軟體組件 (包括但不僅限於：可穿戴技術、開放
原始碼硬體等）

3. 試題說明準則
在公布的九個試題中，每個團隊要選擇其中一個試題作為該隊題目。每個主辦城市所使用的都是相同
的九個試題，由各團隊決定將用哪一個試題來進行開發。
試題說明的正式文本將在活動開始前一小時由每個主辦城市公布；在比賽開始後，所有的試題說明也
會張貼至 fishackathon2016.devpost.com 網站。由每個主辦城市決定活動開始時間和活動流程。這是
為了確保魚客松的所有參賽隊伍能有一個公平的起跑點。

4. 程式開發人員簡報準則
每一隊在活動最後需做簡報。這些簡報應展現團隊精神，並且對於問題和該團隊的創意解決方
案提供了充分的資訊。
所有的提交必須包括五分鐘簡報，使用 Power Point 或其他數位簡報軟體。

簡報的長度必須在五分鐘左右(如電梯簡報一般)。各隊簡報應採用大致相同的形式，需包括以
下項目：







所開發的技術產品是針對哪一項試題
產品介紹
運作方法
執行你的產品需要什麼資源
執行方法
提供觀眾一個將你的產品應用於現實生活，有能力改變及影響社區/城市/國家的例子。

簡報於活動結束時應儘快上傳，不得遲於台北時間 201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5 點。
團隊必須準備回答至少兩分鐘來自評審小組的提問，以及兩分鐘來自現場其他人的提問。

5. 評選
評選是非常主觀的過程，但 Fishackathon.co 鼓勵每個主辦城市的評審小組使用以下的標準來
進行討論。評審必須切記，他們所選出的方案將代表自己的城市參與全球決選。每個主辦城市
的評審小組要有 3-5 人，由漁業專家和技術專家所組成。
評分標準
A. 概念和創新
0: 解決方案不獨特或不創新。
1: 解決方案提供了更好/更快/更清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2: 新計畫解決了以往一直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或用新的角度/更大的範圍/更高的層次來解
決問題。
3: 該方案解決了更深層的問題，不再需要現存的方案或作為。
B. 對漁業的影響
0: 問題和永續漁業不相關。
1: 解決方案可解決一個與永續漁業相關的問題，但它難以執行或評量，參賽團隊並沒有一
個明確的計畫來推行該方案。
2: 解決方案可解決一個與永續漁業相關的問題，雖然難以執行或評量，但參賽團隊有一個
明確的計畫來推行該方案。
3: 解決方案具有可預測的永續生命週期，並且很容易進行評量。

C. 程式介面
0:
1:
2:
3:

無法操作。
在缺少明確的說明時，無法依直覺操作。
在沒有說明時，可以使用而且很清楚。
可依直覺操作，視覺上又有吸引力。

由主辦城市指定的評審（至少 3 人）所組成的評審小組將使用以上的評分標準在週末結束前選
出參與魚客松全球決賽的隊伍。

6. 上傳作品
提交條件
所有參賽者必須遵守 Fishackathon.co 的報名程序。所有參賽者同時也必須在 Devpost 平台註
冊，並於截止日前上傳作品至全球魚客松平台 (gallery) 。
為完備註冊流程，請先建立 Devpost 帳號，或是登入已存在的 Devpost 帳號。建立 Devpost
帳號是完全免費的。完成帳號登錄後，參賽者才能夠在 2016 魚客松活動結束前具有提交作品
的資格。
2016 年 4 月 24 日產生初賽結果後，獲勝的團隊即可將作品上傳至 fishackathon2016.devpost.com
網站。該團隊可從一個下拉式選單中，選擇自己所代表的城市。所有參賽隊伍，不限於獲勝隊
伍，都可以將作品上傳至 Devpost，並且在全球魚客松平台 (gallery) 介紹他們自己的作品。
提交作品的表格中將提供機會讓程式開發人員利用短片、文字說明、及圖片來對外說明他們的
創作理念。文字說明部分應介紹提案/最終產品的特色及功能。影像則應為照片或是作品截圖。
如果有公開的連結，參賽隊伍亦可提供程式的連結，如 Github 或其他 url。
其他資訊


所有在魚客松活動完成的方案，需符合「創用CC授權條款」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
式分享-國際版授權 規範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簡稱CC-BY-SA 4.0)。




觀看2015年度的方案:：http://fishackathon2015.devpost.com/submissions
若需其他協助，請參考以下解說短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hK3n9M_d0

7. 世界決賽
地區競賽獎項
主辦單位可自行準備獎項，並得以全權決定如何將獎項頒發給冠軍及/或亞軍團隊。




唯有確實到場參賽者能夠獲獎。
每支參賽團隊需在 Devpost 上提交一個方案。
競賽中每支團隊需就其方案進行 5 分鐘的簡報，並接受評審小組 2 分鐘的提問與在
場其他人 2 分鐘的提問。

世界決賽獎項
當各地區進入決賽的團隊在 Devpost 上提交作品時，他們即自動進入世界決賽。世界決賽的
結果將於 2016 年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公布，冠軍團隊將獲得美金一萬元的獎金。此外，另
選出一組團隊的作品將進一步透過美國政府之承包商輔導開發。獎項乃由漁業專家和技術專家
組成之評審小組決定。由於今年參賽的城市眾多，我們希望確保評審小組有足夠的時間仔細審
查進入決賽的作品。
宣傳
所有參賽者同意其姓名、相片、和作品讓魚客松活動單位為宣傳目的無償使用，觸犯法律的情
況除外。

附註:
中英文版參賽規則如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