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
主表 107.03.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編號：

申 請 機 關

申

請

人

姓名：

職稱：

科/室/組：

聯絡電話：

E-mail：
軟 體 名 稱
語

系

□ 中文 □ 英文 □其他__________
□ 上架：詳實填寫【附表一】以及所需上架軟體商店之表單內容及檢測報告1 份。

□ 更版：當年度如有更版，應於同年十二月三十一前進行至少一次資安檢測，確
認符合經濟部工業局訂定行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目，並將檢測結果檢送資訊
申 請 項 目
局。
□ 下架：僅需填寫【附表一】下架原因。
□ App 行動應用服務入口網申請或變更【附表二】

□ 其他 ＿＿＿＿＿＿＿＿

□Google Play Store【附表三】
上架軟體商店

□Apple App Store【附表四】
□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附表五】
＊ 上架及更版時填寫
承辦人

科室主管

機關首長

申請機關簽章

□ 受理

□ 退件（原因：

承辦人

資 訊 局 審 核

科室主管

）
機關首長

1.主表為必填，而每個所需上架的商店，都須要填寫其對應的附表。
2.App 首次上架或下架時，均須勾選「App 行動應用服務入口網申請或變更」並填寫附
表一及附表二。
3.本表(含主表及附表)於填寫陳核後，免備文逕送至：臺北市政府資訊局應用服
務組收，並請於公文封上註明「App 上架申請」。
注 意 事 項
4.另請將本表(含主表及附表)之電子檔及應用程式包裝檔，寄送至：
ic-apps@mail.taipei.gov.tw，若檔案大小超過市府電子信箱可接受大小，請
自行切割後分開寄送。
5.若被退件，則由資訊局聯絡機關，請其提供更新版本(不須重新填單)。
6.服務聯絡電話：02-2720-8889 分機 8585
※資訊局結案日期：

年

月

日 處理人員：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
附表一 107.03.

上下架所需資訊〈以*開頭欄位為必填〉
欄位名稱
說明
*App 使用資料是否提供資料開放平
依本府行動應用軟體(App)服務發展作業原則
台
開發行動應用軟體前，須先行評估。
*開發廠商
*開發及維護經費(含保固)
*App 呼叫資訊

供本府其他 App 呼叫之設定資訊。

填寫內容
□已提供
□無法提供，原因：

Package name(Android)：
Url Scheme(iOS)：

*關鍵字
*訂定之績效標準

格式如：__、__、__...
機關上架時自訂檢核之標準

□ ________下載次數
□ ________使用次數
□其他：________

使用者意見回饋或問題諮詢功能

請說明使用者問題諮詢及回復方式

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或圖像

請說明是否已加入本府市徽

下架原因(若為下架，僅需填寫此項)

請參考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服務發展作業原
則進行 App 下架。

已依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
服務發展作業原則第八點辦理：□是
□否，下架原因：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App 行動應用服務入口網
附表二 105.06.16

市政 APP 入口網所需資訊〈以*開頭欄位為必填〉
欄位名稱
說明
*申請項目：
請從以下類別選擇填寫
□新申請
□變更
□註銷
*軟體描述：

顯示於網站上，建議 300 個字以內：
(可註明同(Android 或 iOS)上架簡介)

下載連結：

上線時間：

請從以下類別選擇填寫
□iPhone 下載連結：
□Android 下載連結：
□Windows Phone 下載連結：
□其他下載連結：
格式如：2016-01-01

關鍵字：

格式如：__、__、__...

填寫內容

(若由府上架不需填寫)

(若由府上架且未限定日期可不需填寫)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Google Play Store
附表三 105.06.16

Google Play Store 上架所需資訊〈以*開頭欄位為必填〉
欄位名稱

說明

填寫內容
APK

*上傳新的 APK：
*最近變更：

*語言：
*名稱：
*簡短說明：
*完整說明：
*手機(至少 2 張)

7-inch tablet

APK 檔名。
最多 500 個字元。
商店資訊
產品詳細資料
若不指定，預設為中文。
(可指定多個語系，需附上各語系內容欄位說明。)
最多 30 個字元。
最多 80 個字元。
最多 4000 個字元。
圖片資產 - 螢幕擷取畫面
JPE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邊長下限：320px；邊長上限：3840px。
最大長寬比：2:1。
至少必須提供 2 個螢幕擷取畫面，每個類型最多可提
供 8 個螢幕擷取畫面。
Add at least one 7-inch screenshot here for your app to be
included in the 'Designed for tablets' list on Google Play.
若專為 7 吋平版設計，則需至少上傳 1 張
JPE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邊長下限：320px；邊長上限：3840px。
最大長寬比：2:1。
Add at least one 10-inch screenshot here for your app to be
included in the 'Designed for tablets' list on Google Play.

(須附應用程式包裝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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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nch tablet

電視：

*高解析度圖示：
宣傳圖片：
*主題圖片：
電視橫幅：
宣傳影片：
*應用程式類別：
*類別：

若專為 10 吋平版設計，則需至少上傳 1 張
JPE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邊長下限：320px；邊長上限：3840px。
最大長寬比：2:1。
JPE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邊長下限：
320px；邊長上限：3840px。
最大長寬比：2:1。
512 x 512
32 位元 PNG (使用 alpha 透明層)
寬 180 x 長 120，可以不提供。
JP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寬 1024 x 長 500，可以不提供。
JP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1024 (寬) x 720 (高)
JPG 或 24 位元 PNG (無 alpha 透明層)
宣傳影片網址，可以不填寫。
分類
可選擇為「應用程式」或「遊戲」。
請使用此網頁中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category/APPLICATION

*內容分級：

應用程式部分的分類(請擇一填寫)。
可選擇「心智成熟度 - 高」、「心智成熟度 - 中」、「心
智成熟度 - 低」、「所有人」。
請參考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droid-developer/su
pport/bin/answer.py?hl=zh-Hant&answer=188189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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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隱私權政策：

*新的內容分級

聯絡人詳細資料
App 相關網站或機關官網。
該 App 承辦人或客服電子郵件。
(請提供您的聯絡電子郵件地址。這個地址會與您的應用
程式一起公開顯示。)
聯絡電話 (可以不填寫。)
隱私權政策
如果您要為應用程式提供隱私權政策網址。
若無則將勾選「目前不提交隱私權政策網址」
。
內容分級
您必須先上傳 APK，才能填寫內容分級問卷。
選取您的應用程式類別 (六選一)
(第一次上架時，需填寫)
參考資訊、新聞或教育性

(網址)
□無
*請勾選分類 (共六大類)
□參考資訊、新聞或教育性
□社交網路、論壇和使用者原創內容分享
□消費者商店或商業性串流播放服務
□遊戲
□娛樂
□公用程式、生產應用、通訊或其他

這類應用程式的主要目的在於以不偏頗的方式提供真實資訊，讓使
用者注意到最新事件或吸收新知。
範例包括：維基百科、BBC News、Dictionary.com 和 Medscape。
----------*請勾選以下問卷-------------如果應用程式的主要用途是提供性愛建議或指導 (例如
iKamasutra - Sex Positions 或 Best Sex Tips)，則應歸類為「娛樂」 *暴力內容
這款應用程式可能含有暴力內容嗎？請注
應用程式，而不屬於這個類別。
意，這不包括使用者提供的內容。
□是 □否
社交網路、論壇和使用者原創內容分享

這類應用程式的主要目的在於讓使用者與一大群人分
享內容或彼此交流。範例包括：reddit、Facebook、9Gag、
Google Plus、YouTube、Twitter 如果應用程式只能讓數
量有限的使用者輕鬆進行通訊 (例如簡訊、Snapchat 或
Skype)，則應歸類為「通訊」應用程式，不應歸類在這
個類別。

*色情內容
這款應用程式可能含有色情或裸露內容嗎
(有關自然或科學的內容除外)？
請注意，這個問題所針對的並不是使用者提
供的內容。
□是 □否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Google Play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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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商店或商業性串流播放服務
這類應用程式的主要目的在於銷售實體商品，或是提供
各種實體商品、服務或數位內容 (例如專業製作的電影
或音樂，而不是使用者建立的音樂和影片) 的集中銷售
平台。範例包括：Netflix、Pandora、iTunes、Amazon、
Hulu+、eBay。

*語言
這款應用程式可能含有令人反感的言論
嗎？ 瞭解詳情
請注意，這個問題所針對的並不是使用者提
供的內容。
□是 □否

*受管制物品
遊戲
這款應用程式是遊戲。範例包括：
《Candy Crush Saga》、
《神廟逃亡》
、
《魔獸世界》
、
《俠盜獵車手》
、
《瑪利歐賽
車》、《模擬人生》、《憤怒鳥》。
娛樂
這類應用程式的目的是讓使用者感到歡樂，且不屬於以
上任何類別。範例包括：Talking Angela、Face Changer、
People Magazine、iKamasutra – Sex Positions、Best
Sexual Tips。請注意，這個類別未涵蓋串流播放服務，
而這些應用程式的分類應為「消費者商店或商業性串流
播放服務」。
公用程式、生產應用、通訊或其他
這類應用程式包含公用程式、工具、通訊或生產應用程
式，或是無法歸類在任何其他類別的應用程式。
範例包括：Calculator Plus、Flashlight、Evernote、Gmail、
Outlook.com、Google 文件、Firefox、Bing、Chrome、
Snapchat 和 WhatsApp。
瞭解詳情

應用程式中是否可能包含提及或描述違禁
藥品的內容？
請注意，這個問題所針對的並不是使用者所
提供的內容。
□是 □否

*其他
這款應用程式的使用者能與其他使用者互
動或交換內容嗎？
□是 □否
這款應用程式會與第三方分享使用者提供
的個人資訊嗎？
□是 □否
這款應用程式會讓使用者得知其他使用者
的目前所在位置嗎？
□是 □否
這款應用程式可讓使用者購買數位商品
嗎？
□是 □否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Google Play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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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免費或應付費：
*在下列國家/地區發佈
*含廣告內容

*停止宣傳：

*內容指南：

*美國出口法律：

定價與發佈
這款應用程式免費或應付費？(預設為免費)
預設為「選取所有國家/地區」，如有特殊限定特殊國家
或地區，請附註。
您的應用程式含有廣告內容嗎？ 此外，請參閱 Google
Developer Console 說明的廣告政策，以免發生常見的違
規情事。
如果含有廣告，您的應用程式在 Play 商店中會顯示「廣
告」標籤。
除了在 Google Play 和 Google 擁有的線上或行動網
站之外，不要在其他地方宣傳我的應用程式。我瞭解，
變更這項偏好設定後，我可能需要等待六十天的時間，
新的設定才會生效。
這個應用程式符合《Android 內容指南》的規定。
請參閱這些提示，瞭解如何建立符合政策規範的應用程
式說明，以免遇到常見的應用程式停權問題。
我瞭解不論我的所在地區或國籍為何，我的軟體應用程
式皆須受到美國出口法律管制。我同意已遵守所有相關
法律，並且遵守這類法律對具備加密功能之軟體的要
求。我在此確認我的應用程式已獲授權，可依上述法律
從美國出口。

免費
所有國家
□是，含有廣告內容
□否，不含廣告內容

同意

同意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Apple App Store
附表四 104.06.16

Apple App Store 上架所需資訊〈以*開頭欄位為必填〉
欄位名稱
*名稱：
*主要語言：
*Bundle ID 套裝組 ID：
*版本：
*SKU Number：
* 4.7 英吋
* 5.5 英吋
* 4 英吋：
*3.5 英吋：
* iPad：
*描述：
*此版本的新增功能：
支援 URL：

說明

填寫內容

App 資訊
您的 App 顯示在 App Store 上的名稱，不可多於 255 個
字元。
如果某個 App Store 地區沒有提供本地化的 App 資
訊，則會使用主要語言的資訊。
套裝組 ID 必須與您在 Xcode 中使用的相符，提交第一 (由資訊局提供)
個建置版本後便無法再變更。
版本編號會顯示在 App Store 中，並且應該與您在
Xcode 中使用的編號相同，格式如：1.0、1.0.1、1.1。
您 App 獨一無二的 ID，不會顯示在 App Store 上。
(由資訊局提供)
版本資訊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螢幕快照必須是 JPG 或 PNG 格式，且必須採用 RGB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色彩空間。 App 影片預覽必須是 M4V、MP4 或 MOV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格式，且不可大於 500 MB。進一步瞭解尺寸規定。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關於您 App 的描述，詳細介紹特色和功能。此描述亦 (4000 字元內)
會用於您的 Apple Watch App。
描述此 App 版本的新增功能，像是全新功能、功能提 (4000 字元內)
升和錯誤修正。
內有您 App 支援資訊的 URL。此 URL 會顯示在 App (網址)
Stor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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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04.06.16

行銷 URL：
隱私權政策的 URL：

*App 圖像

*類別-主要
類別-次要

內有您 App 行銷資訊的 URL。此 URL 會顯示在 App (網址)
Store 上。
連結至您機構隱私權政策的 URL。所有專為兒童設計 (網址)
的 App，或是提供自動更新 App 內購買功能或免費訂
閱的 App 都必須提供隱私權政策。若使用 App 需要
註冊帳號、存取使用者現有的帳號，或相關法律另有要
求，也必須提供隱私權政策。App 若有收集與使用者或
裝置相關的資料，建議您也提供隱私權政策。
一般 App 資訊
圖像解析度必須為 1024 x 1024。
此圖像會用於 App Store，格式必須是 JPG 或 PNG、
解析度至少 72 DPI，且必須採用 RGB 色彩空間。圖
像不得含有圖層或圓角。
最能說明此 App 的類別。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
App Store 類別定義。
書籍
商業
目錄
教育
娛樂
財經
美食佳飲
遊戲
健康與健身
生活風格

(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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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
音樂
導航
新聞
照片和視訊
生產力工具
參考
社交
運動
旅遊
工具程式
天氣
*分級

請針對每一項內容描述，選取最符合您 App 的頻率等
級。若要進一步瞭解內容描述，請參閱 App 分級詳細
內容頁面。

預填為無

App 不得含有任何猥褻、色情、攻擊或誹謗的素材 (文
章、圖形、影像、照片等)，也不得包含 Apple 在合理
判斷下認為會令人反感的內容或素材。
‧卡通或幻想暴力
‧現實暴力
‧長時間露骨或虐待式的現實暴力
‧粗話或低俗幽默
‧成人/暗示性題材
‧驚悚/恐怖題材
‧醫療/救護題材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 Apple App Store
附表四 104.06.16

*版權

*聯絡資訊：

展示帳號：

備註：

*版本發行

*IPA 檔案：

‧酒精、菸草、毒品或相關內容
‧模擬賭博
‧色情內容或裸露
‧露骨的色情內容及裸露
‧未加限制的網頁存取
‧賭博和競賽
‧專為兒童製作
擁有您的 App 之獨家權利的個人或公司名稱，名稱前
請放置取得權利的年份 (如 2008 Acme Inc)。請勿提供
URL。
App 審查資訊
當 App 審查團隊有任何問題或需要進一步資訊時，應該
與之聯絡的貴機構聯絡人。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無□偶爾/輕微□頻繁/強烈
□否□是
□否□是
□

姓氏：臺北市政府
名稱(機關名)：
電話：
電子郵件：
可全權存取您 App 帳號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此帳號 使用者名稱：
是供審查過程使用，不應失效。在備註欄位內加入其他 密碼：
帳號的詳細資料。
有助您 App 審查進行的其他資訊。加入測試您 App
時會需要的資訊，例如此 App 特有的設定。
版本發行
您可以選擇在 App 審查核准後立即自動發行這個
□自動發行此版本(預設)
App 版本，也可以選擇稍後手動發行到 iTunes Connect □手動發行此版本
網站或 iOS 版的 iTunes Connect。
IPA 檔名。
(須附應用程式包裝檔，請提供檔名)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
附表五 105.06.16

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 上架所需資訊〈以*開頭欄位為必填〉
欄位名稱
說明
App info
*App Name 名稱：
App 名稱。
*App Category 分類：
主分類，請參考：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13956&clcid=0x409
Category 主分類：
Subcategory 次分類：
次分類，請參考：

填寫內容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313956&clcid=0x409

*Price 價格：
*Market distribution 商店地區條件限
制：

*XAPs file：
*XAP version number 版本編號：
Certification notes：

* Language 語言：

定價。
商店地區條件限制。
For certain markets, you’ll need to provide a game rating to
distribute your game. If you don’t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info, we can’t distribute the game in those markets. Learn
more.
□Distribute to all available markets at the base price tier
□Distribute to all markets except China. Learn more.
Packages
XAP 檔名(檔案最大為 225MB)
(須附應用程式包裝檔，請提供檔名)
版本編號(4 位數值)，格式如：1.0.0.0
審查備註說明。
Tell us anything we need to know to run your app through
certification.
Package's Store listing info
選擇語言。
A XAP file can contain multiple languages. Select a
language to add Store listing info specific for that
language.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
附表五 105.06.16

* Description for the Store 軟體介紹：
* Description of update 更新說明：
*Specify keywords 關鍵字：

Website URL：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o
Legal URL：

Privacy URL：
Support email address：

*App title icon 應用程式標題圖示：
Background image 背景影像：
方圖示：
寬圖示：
*App screenshots：

軟體內容介紹，2000 個字元以內。
2000 characters remaining.
新版本說明，1500 個字元以內。
An optional description of what's in your latest app update.
關鍵字設定。(僅可設定 7 組)
Used as exact words or phrases in the Store's search to help
people find your app.
關於 App 的網站。
A link to the website of your app.
版權與商標信息，200 個字元以內。
200 character limit
法律、著作權宣告相關網址。
A link to your app’s license terms (if you provide your own
terms instead of using the Standard Application License
Terms), terms of service, or other legal provisions.
隱私權網址。
A link to your app's Privacy URL
該 App 承辦人或客服電子郵件。
The address your customers can use to get in touch with
you about this app
300 x 300 px
背景美工圖片，可以不提供。 1000 x 800 px
可以不提供。 358 x 358 px
可以不提供。 358 x 173 px
螢幕截圖，至少 1 張，最多 8 張，須有進入 App 的第一
個畫面。格式為 PNG 檔，尺寸為 768 x 1280, 720 x 1280,
or 480 x 800 px，每張圖片大小須小於 2MB

(選填)

(選填)
(選填)
(選填)

(選填)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須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臺北市政府行動應用軟體(App)上架申請(異動)表-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
附表五 105.06.16

App features
Recommended hardware
Holographic screenshots

APP 特色或功能，可填 20 項，每項最多 200 字元。
(選填)
建議使用的硬體設備，可填 11 項，每項最多 200 字元。 (選填)
虛擬實境圖像，格式 PNG，尺寸 1268 x 720 px
(選填，附圖檔，請提供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