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全國校園雲端創新應用大賽系列活動—

第二屆全國校園雲端創新應用大賽
APP 技術優化培訓營
為協助優化本競賽入圍決賽團隊之 APP 作品，將邀請業師針對團隊 APP 作品提供技術優化及精
進諮詢，並同步介紹目前 4G 技術應用、APP 發展之趨勢，以及 4G 創新應用實務案例。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三、活動日期地點：
 致理科技大學(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105 年 3 月 26 日(六)，綜合教學大樓 7 樓電腦教室
 105 年 3 月 27 日(日)，人文大樓 8 樓演講廳
四、活動議程

第 1 日：105 年 3 月 26 日(六)
建國科技大學資訊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 索驥創意科技股份
主講人

時間/教室
09:00~10:00

管理系

工程學系

有限公司 ixnology

饒瑞佶教授

黃朝曦副教授

曾友志創辦人

電腦教室 E72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00

課程分享 1：

15:00~15:20

電腦教室 E77

課程分享 1：

課程分享 1：

APP UI/UX 設計介 APP UI/UX 設計介 從使用者開始，探 APP UI/UX 設計介
索 APP user 的行
紹
紹
紹
為特性
實作演練及 Q&A 實作演練及 Q&A
交流時間

交流時間

分組討論

實作演練及 Q&A
交流時間

午餐時間

課程分享 2：
APP 介面設計優化 課程分享 2：
APP 介面設計優化

14:00~15:00

一般教室 E75

隊 徐豐智經理

報到
課程分享 1：

10:00~11:00

電腦教室 E73

CAVEDU 教育團

實作演練及 Q&A
交流時間
茶敘

課程分享 2：
課程分享 2：
UCD APP
workshop，從情境 APP 介面設計優化
出發打造 APP
分組討論

實作演練及 Q&A
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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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享 3：
15:20~16:20

課程分享 3：

課程分享 3：

創新 UX 設計

創新 UX 設計

從 UI design pattern 課程分享 3：
談 APP 的 UI 設計 創新 UX 設計
與優化

16:20~17:20

實作演練及 Q&A 實作演練及 Q&A APP paper
實作演練及 Q&A
prototype workshop 交流時間
交流時間
交流時間

17:20~18:00

發放晚餐餐盒

18:00 發車

於活動會場專車接駁至住宿地點
住宿地點：臺北教師會館(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第 2 日：105 年 3 月 27 日(日)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8:30 發車

於住宿地點專車接駁至活動會場

09:00~09:50

報到

09:50~10:00

長官致詞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專題分享 1：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電子與系統組

4G 創新應用趨勢

鍾銘輝產業分析師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15:00~15:20
15:20~16:00
16:00~

專題分享 2：
用戶體驗服務設計創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唐玄輝副教授

午餐時間
專題分享 3：
APP 程式開發心路歷程
專題分享 4：
APP 產品行銷策略

Iamschool APP 開發團隊金宰敏執行長
索驥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ixnology 曾友志
創辦人

茶敘時間
專題分享 5：
APP 上架不可不知的事
賦歸

索驥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ixnology 曾友志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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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方式
1.
2.

指定集合處至活動會場之來回交通接駁採不登記制，依表定時間準時發車，若錯過發車時
間，請自行前往目的地。
指定集合處之專車接駁資訊
日期/發車時間

上車處

下車處

3 月 26 日(六) 08:50、09:10 各 1 班

板橋車站北 1 門

致理科技大學

3 月 26 日(六) 18:00

致理科技大學

臺北教師會館

3 月 27 日(日) 08:30

臺北教師會館

致理科技大學

3 月 27 日(日) 16:30

致理科技大學

板橋車站

3.

板橋車站一樓平面圖請查閱附件 1。

4. 自行前往活動會場者請參考附件 2 及附件 3。
5. 自行前往住宿地點者請參考附件 4。
六、住宿地點：臺北教師會館(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七、注意事項
1. 第 1 日課程採選課制，請參訓者於線上報名時進行選課，若欲修課之班級已額滿，或未於指
定時間內完成選課，將由主辦及執行單位進行分配與調整，同一團隊參訓者若集中報名單一
講師課程，將優先調整該團隊部分選課名額。
2. 培訓營敬備第一日午餐、晚餐及第二日早餐、午餐，參訓者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
3. 培訓營為兩天一夜活動並提供 3 月 26 日當晚住宿，參訓者請自行攜帶可攜式水壺及盥洗用
具，若參訓者另行安排住宿地點，住宿費用請自理。
4.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議程內容及活動形式變動之權利，相關資訊以競賽網站最終公告為準。
八、聯絡窗口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陳玫蓉小姐(02-25774249#836、pt836@mail.tca.org.tw)
陳慧玲小姐(02-25774249#321、kelly_chen@mail.tca.org.tw)
黃舒怡小姐(02-25774249#331、sui@mail.tca.org.tw)
競賽網站：http://4gapps.tca.org.tw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4g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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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板橋車站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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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動會場-致理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

地址：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電話：（02）2257-6167


抵達會場路線說明
1. 搭乘捷運者
請至捷運板南線新埔站下車，往 1 號出口，沿文化路一段直走至第一銀行後右轉，即可到
達(步行約 5 分鐘)。
2. 搭乘市區公車者
有 88、99、245、264、310、656、657、701、702、703、802、805、806、813、910、918、
920、1070、1073、橘 5、藍 17、藍 18、藍 33、藍 35 等，或至大眾運輸轉乘查詢網站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或 http://e-bus.tpc.gov.tw)查詢。
3. 搭乘火車或高鐵者
請至臺鐵板橋車站或高鐵板橋站下車，由前站北 2 門出口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即可到達
(步行約 10 分鐘)。
4. 自行開車至活動會場(從外縣市方向)
a. 經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五股交流道下靠左直行，接 64 號快速道路(東向)，至
板橋交流道(民生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至文化路，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b. 經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板橋方向出口，接 64 號快速道路(西
向)，往萬板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
路直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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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行開車至活動會場(從臺北市方向)
a. 經臺北市華江橋，直走文化路 2 段、1 段，過民生路口後至第一銀行右轉，即可到
達。
b. 經臺北市光復橋，直走中山路至民生路口右轉，途經民生大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
迴轉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c. 經臺北市萬華區華翠大橋，往板橋車站方向直行至終點下橋，往新莊方向右轉民生
路直走，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d. 經臺北市萬華區萬板大橋，下橋直行萬板路至民生路口右轉，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
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6. 自行開車至活動會場(從桃園方向)
a. 由省道臺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接漢生西路至文化路口左轉，即可到
達。
b. 由省道臺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文化路口右轉，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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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場地
3/27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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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活動會場周邊停車場
民生高架橋下高架停車場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文化路至西藏路間(花區)

大漢停車場
地址： 220 新北市板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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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教師會館交通資訊



抵達住宿地點路線說明
1. 搭乘捷運者
請至捷運淡水信義線或松山新店線中正紀念堂站下車，往 1 或 2 號出口迴轉往南海路走
路 5 分鐘到達。
2. 搭乘市區公車者
請搭乘 0 東、3、243、248、262、304、706 路線，至中正二分局站下車。
請搭乘 5、38、204、227、235、241、243、244、532、630、662、663、706 路線，至公賣
局站或南昌路站下車。
請搭乘羅斯福路各線路公車，至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下車。
3. 自行開車至住宿地點
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圓山交流道走(高架道路)建國北路建國南路，仁愛路出口下高架
橋，右轉仁愛路走到林森南路左轉，下中正紀念堂地下道出來直走南海路，過兩個紅綠燈到
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