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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行政E化交流服務計畫 (110-111年)

研討會招商說明

主辦單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報告日期：110年12月29日 (三)



2

ISAC 黃明達計畫主持人/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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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C第七屆理監事
職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長 陳恒生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處 資訊長

副理事長 黃明達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副理事長 包蒼龍 大同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常務理事 李新林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常務理事 顏嗣鈞 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主任

常務理事 楊朝棟 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長

常務理事 金仲達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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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C第七屆理監事

常務監事 何榮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

究所
兼任教授

監事 莊東穎 國立台北大學電資學院 院長

監事 趙涵捷 國立東華大學 校長

監事 楊亨利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監事 徐國鈞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暨研

究所
副教授

監事 張瑞雄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校長

監事 劉金和 國家教育研究院資訊推動小組 前執行秘書

職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 蔣榮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健康數

據資源中心
執行長

理事 蔡錫鈞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主任

理事 劉宗杰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理事 周立德 國立中央大學秘書室 主任秘書

理事 彭勝龍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科技與產品設

計
主任

理事 胡毓忠 國立政治大學電算中心 主任

理事 張鈞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 主任

理事 張仁俊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中心 主任

理事 王永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

理事 陳育毅 國立中興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主任

理事 范姜永益 輔仁大學資訊中心 主任

理事 郭經華 淡江大學資訊處 資訊長

理事 楊進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網路中心 主任

理事 蘇建郡 南臺科技大學計網中心 主任

職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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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單位
• 主辦單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 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貳、參與對象
• 大專校院校務行政ｅ化業務相關部門主管及資訊部門技術人員。

• 各縣市教育局(處)及教育網路中心負責「校務行政e化」業務相關人員。

• 教育部邀請之學(講)者專家。

• 教育部相關人員。

參、活動內容
• 產業趨勢、科技新知、使用案例、經驗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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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討會日期
# 預定日期 地點 主題 招商家數 預估人數 備註

1 111/02/25 (五) TCA (台北市電腦公會)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100~150

2 111/03/18 (五) TCA (台北市電腦公會)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100~150

3 111/04/22 (五) 中部 (學校)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80~100

4
111/05/27 (五) TCA (台北市電腦公會)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100~150

5
111/06/24 (五) 南部 (學校)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80~100

6 111/07/22 (五) TCA (台北市電腦公會)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100~150

7
111/09/23 (五) TCA (台北市電腦公會) 依參加學校及廠商主題 5 100~150

ISAC
理監事會

ISAC
理監事會

ISAC
理監事會



7

伍、預定議程
時 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09:00~10: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10:00~10:20 (20分鐘)
開幕式
致歡迎詞

教育部長官
ISAC 理事長

第一場
10:20~11:05

(40分鐘+評論5分鐘)
主題1
主題2

主持人：
評論人1：
評論人2：
主講人1：學界經驗分享
主講人2：廠商新知分享

11:05~11:15 (10分鐘) 中場休息

第二場
11:15~12:00

(40分鐘+評論5分鐘)
主題1
主題2

主持人：
評論人1：
評論人2：
主講人1：學界經驗分享
主講人2：廠商新知分享

12:00~13:30 (90分鐘) 午餐

第三場
13:30~14:15

(40分鐘+評論5分鐘)
主題1
主題2

主持人：
評論人1：
評論人2：
主講人1：學界經驗分享
主講人2：廠商新知分享

第四場
14:15~15:00

(40分鐘+評論5分鐘) 主題1
主題2

主持人：
評論人1：
評論人2：
主講人1：學界經驗分享
主講人2：廠商新知分享

15:00~15:20 (20分鐘) 中場休息

第五場
15:20~16:05

(40分鐘+評論5分鐘) 主題1
主題2

主持人：
評論人1：
評論人2：
主講人1：學界經驗分享
主講人2：廠商新知分享

16:05~16:30 (25分鐘) 心得分享 主持人：ISAC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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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贊助金額 回 饋

A 10萬元

1、每場45分鐘主題分享

前20分鐘請邀學校使用經驗分享，後20分鐘可為廠商產品及趨勢分析，最後5分鐘為

評論時間。

2、一個攤位展示區 (長桌尺寸約60cmx180cm)

3、參展廠商 Logo 曝光於大會手冊封面及摸彩卡 (代理商則以原廠 Logo 為主)

4、大會手冊內頁曝光參展廠商簡介及講師簡歷、通訊錄、A4廣告頁1頁

5、參展廠商DM或贈品可以置於大會資料袋

6、提供4名工作同仁之午餐、下午茶

B 5萬元

1、一個攤位展示區 (長桌尺寸約60cmx180cm)

2、參展廠商 Logo 曝光於大會手冊封面及摸彩卡 (代理商則以原廠 Logo 為主)

3、大會手冊內頁曝光通訊錄、A4廣告頁1頁

4、參展廠商 DM或贈品可以置於大會資料袋

5、提供2名工作同仁之午餐、下午茶

注意事項：

一、議程時段及攤位位置之挑選順序，以參展廠商年度贊助總額高低及匯款先後安排

(未參與挑選之參展廠商無條件交由本會安排，本會擁有研討會場次數、場次別及攤位安排的最後調配權)

二、參展廠商需自行邀請主講人，並負責攤位佈置及撤場。(ISAC支付學校經驗分享主講人之演講費及交通費)

三、大會手冊封面及摸彩卡曝光之Logo，每家參展廠商放置一個Logo，代理商則以原廠 Logo 為主

陸、贊助級別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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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臺北市電腦公會B1平面圖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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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桌一張 (60cmx180cm)

攤位設備

椅子兩張

延長線一條 (111V)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Vj9Cawc7eAhWCWrwKHS8aCLMQjRx6BAgBEAQ&url=https://www.sarvar.hu/en/info/tdm-extra/free-wifi.html&psig=AOvVaw06p34Dwe5UAvKdQbJ0oVte&ust=154210023117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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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宣曝光

大會手冊封面 大會手冊封底電子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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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參展

111/01/14 (五) 前

參展同意書寄至
isac_blaire@mail.isac.org.tw

111/01/14 (五) 前

完成匯款

‧匯款/轉帳憑證寄至

isac_blaire@mail.isac.org.tw

‧支票掛號至

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號3樓，

ISAC張育嘉秘書收

注意事項：

一、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洪水、火災、疫情等)，ISAC保留研討會延期權。

二、贊助發票將於研討會後開立，如需提早開立發票請告知。

三、因場地空間有限，如果贊助廠商超出上限時，ISAC將全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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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研討會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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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0年研討會場次與人數

# 舉辦日期 地點 主題 實到

1 110/01/22 (五) 台北市電腦公會
不再需要Server的校園、Wi-Fi 6 校園、如何數位轉型、校園資安評級
與防禦、我國ODF現況與趨勢技術研討會 88人

2 110/03/19 (五) 台北市電腦公會
資料中心結構、校園E化平台、Wi-Fi應用及管理、智能儲存系統、教
學及辦公新模式 86人

3 110/04/23 (五)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台南)
企業級容器平台、Wi-Fi 6應用及管理、監控分析應用品質、混合實境
教育、個人超級工作站 54人

4
110/09/24 (五) 台北市電腦公會

智能儲存設備、無障礙網頁建置、學生學籍查驗、大專校院調查報告、
OPEN DATA座談會 63人

5
110/10/15 (五) 東海大學 (台中)

軟體隨選即用、校園無線智慧安全體驗、混合教學、個人超級工作站、
全閃存部署實戰分享 52人

6 110/11/26 (五) 台北市電腦公會 AIoT開發整合、校園高效能與AI運算、 ODF座談會、ODF頒獎典禮 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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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7-109年研討會場次與人數

#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 125人 130人 109人

2 150人 96人 59人

3 125人 121人 87人

4 110人 78人 72人

5 109人 79人 84人

6 105人 108人 70人

7 X 71人 80人

Total 共6場，724人 共7場，683人 共7場，5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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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0年研討會活動參加學校數統計

類別 學校數 參加校數 未參加校數 各類別有參加比例

國立

大學 33 30 3 91％

科大 13 12 1 92％

專科 2 2 0 100％

(國立) 小計 48 44 4 92%

私立

大學 37 31 6 84％

科大 57 48 9 84％

專科 10 7 3 70％

(私立) 小計 104 86 18 83％

(國立+私立) 合計 152 128 2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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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0122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 HPE

▲ 1100122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鈦思科技



18

研討會花絮

▲ 1100122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鈦思科技

▲ 1100122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鈦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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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0319 廠商與老師互動盛況

▲ 1100319 理監事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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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0423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Cisco(網達先進)

▲ 1100122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 Cisco(網達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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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0423(台南)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HPE

▲ 1100423(台南)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 H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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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0423(台南) 廠商分享– H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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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花絮

▲ 1101015(台中)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網達先進

▲ 1101015(台中) 廠商與老師互動現況–網達先進



24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