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文件寫作訓練營

由教育部教育部智慧電子聯盟中心 所主辦之『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的競賽

目地，是希望透過競賽方式鼓勵大專院校學生除了發揮創意之外，還要規畫出可行的實現方

法與思考未來的服務模式，藉以培養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相關人才。以供給未來業界所

需人才，促進我國產業升級。

今年(2014) 之「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吸引了超過 30 個非電子/電機/資工/

資管/光電領域年輕學子與教授的眼光，這些科系與 ICT 領域的學生共同組成團隊來參加，

這正是我們所要的跨領域整合。希望明年度(2015)的競賽可以藉今年的成果，使得創新應用

的風潮可以繼續推廣。

表 1 2014 非電子/電機/資工/資管/光電 師生領域參加一覽表 (共 33 系所)

工程科技菁英班 土木所建築組 企業管理系

數位媒體系 工商業設計系研究所 應用科學與研究所

創意生活設計系 工商業設計所 醫學資訊系

創意設計學士班 工程科技菁英班 醫學資訊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空間設計系

新聞系 工業設計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經濟學系 生命科學系 設計運算所

精密機電工程研究所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系

認知所 資訊網路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機電整合研究所

數位生活科技研究所 生活產品設計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

依循過去兩年的比賽流程，此次活動預計針對參賽老師與同學規劃 3 場(中華科大 x1、
雲林科大 x1、樹德科大 x1)的規格文件寫作訓練營。此訓練營將針對文件表達的一致性、邏

輯性、可行性作完整的訓練，希望參賽老師同學的文件作品不會僅限於參賽的當下，而是ㄧ

份具體可行的執行規劃書。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教育部智慧電子聯盟中心

承辦: 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 教授 06-2533131-3149 tjj@stust.edu.tw

協辦:

中華科技大學 電子系 謝慶發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系 洪崇文 教授/黃崇禧 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 資工系 陳璽煌 教授



活動聯絡人:
陳雨明 同學 49939017@stust.edu.tw 0987047035
田妤婷 同學 4a039048@stust.edu.tw
鍾煜豪 同學 4a037073@stust.edu.tw 0989470425

表 2 2015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文件寫作訓練營活動時間安排 & 報名網址

場次 訓練時

間

活動地點 & 報名網址

中華

科大

(北)

06/23
(一)

中華科大 電資館 K304 (交通圖如附件一)

報名網址:

http://icon.eecs.stust.edu.tw/event/event-detail/EventID/83

雲科

大(中)
06/25
(三)

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五館 EB106 會議廳 (交通圖 如附件二)

報名網址:
http://icon.eecs.stust.edu.tw/event/event-detail/EventID/84

樹德

科大

(南)

06/26

(四)

樹德科大 資工系 7F L0725 電腦教室 (交通圖 如附件三)

報名網址:
http://icon.eecs.stust.edu.tw/event/event-detail/EventID/85



表 3 2015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文件寫作訓練營 內容

10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中華科大 K304
10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雲科大 EB106 會議廳

103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樹德科大 資工系 7F 的 L0725 電腦教室

時 間 場 次 活動內容

09:00 ~ 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9:40~10:30 第一場

講 題：2014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文件準備與評審原
則

主講人：南台科大 唐經洲 教授
主持人: 中華科大 謝慶發/雲科大 洪崇文/樹德 陳璽煌 教授

10:30-10:40 Break

10:40-12:00 第二場

講 題：科技電子創作作品的智權分析
主講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任助理林廉詠(06/23 中華科大& 06/26 樹德科大)

展一專利 總經理 易湘雲(06/25 雲科大)_

主持人: 中華科大 謝慶發/雲科大 洪崇文/樹德 陳璽煌 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第三場
講 題：電子元件之查詢與比價
主講人：Mouser.com
主持人: 中華科大蔡樸生/雲科大 洪崇文/樹德 陳璽煌 教授

Break

14:00~15:20 第四場
講 題：文件寫作與 Office Word 之自動化編排(1/2)
主講人：南台科大 唐經洲 教授
主持人: 中華科大蔡樸生/雲科大 洪崇文/樹德 陳璽煌 教授

15:20~15:30 Break

15:30 –
16:50

第五場
講 題：文件寫作與 Office Word 之自動化編排(1/2)
主講人：南台科大 唐經洲 教授
主持人: 中華科大蔡樸生/雲科大 洪崇文/樹德 陳璽煌 教授

16:50 ~
17:00

Break

17:00 –
18:00

第六場
講 題：Q & A
主講人：南台科大 唐經洲 教授

18:00 ~
18:30

晚餐



附件一 中華科大 訓練場地 交通圖 (06/23)



附件二 雲林科技大學 訓練場地 交通圖 (06/25)

工程五館 EB106 會議廳



附件 三 樹德科技大學 訓練場地 交通圖(06/26)

資工系 7F 的 L0725 電腦教室



樹德科大的校園分布圖: http://www.stu.edu.tw/about/campus-ma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