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中區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大論壇暨研發成果展」  

 

 活動主題﹕環保綠能創意論壇暨產學合作成果 
 

 

 

 

 【執行計畫書】  
 

 

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親民技術學院、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修平技術學院、僑光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中州技術學院、 

建國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本案聯絡人：陳凱莉小姐 (05)5370988 #2161， oudr@twu.edu.tw

舉辦時間：99年12月01日 (星期三) 

舉辦地點：環球科技大學(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網址：http://www.twu.edu.tw/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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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中區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大論壇暨研發成果展 

 

壹、活動主旨 

地球環境資源在我們所處的文明世代遭到非常大的傷害，地球暖化與環

保節能議題備受關注，「綠能環保、節能減碳」已然成為世界各國所應努力發

展之施政重點，針對日趨嚴重的溫室效應、空氣污染與環境保護等環保問題，

除非人類改變目前對資源的大量消耗習慣，以求整個環境休養生息，否則環境

的反撲可能讓我們難以抵擋。在人類生活模式不變的前提之下，「改變」生活

與能源「替換」將成為生活中應該努力的目標，環保綠化、節能減碳的創意發

明，不但可以大幅改善因長期的環境污染及能源過度消耗所產生的各類危害環

境之情況、亦可以讓地球跟人類永續發展。 

為展示技專校院與產業界對於環保綠能之創意設計或發明，將以具有節能

減碳或以創新綠能之設計或技術相關產學合作成果為本次論壇及成果展主

題。動態部分除將邀請學者專家以專題演講關於環保綠能的生活概念與實踐、

並請各校提供相關優質產學合作成果、如何發展優質且有效率之環保綠能生活

型態或技術，將技專校院在產業界的貢獻與能量具體化，最後將透過產官學研

各方面的對話與座談，提供產業環保綠能的未來發展方向，並使技專校院能夠

掌握產業動態與需求，規劃出最理想的人才培育方向。靜態部分則以透過中區

各校優質產學合作及企業界的創意發明成果展示，可以提供產業界對於產學合

作的進度與發展有一番了解，並且由與會之產業界投票選出最具創意之成果，

激勵出對綠能生活及能源運用更具有貢獻的創意新模式。 

 

貳、活動目的 

一、分享各大專院校教師產學成果，並藉此交換研究心得。 

二、透過產官學研的對話，提供產業界與學術界最新發展資訊。 

三、提供本校學生觀摩教師研究方法與成果之機會，提高學生學習之興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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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四、藉由各校及產業界成果的展示，展現各種專業領域的特色。 

五、建立產業界與學術界之媒合之平台，並促進產學合作機會。 

 

參、計畫內容 

一、活動日期：9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 上午 09:00~16:00 

二、活動地點：環球科技大學嘉東校區存誠樓國際會議廳及中庭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雲林科技大學。 

(三)承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 

(四)協辦單位：中區聯盟 19 所技職院校。  

四、與會人員： 

(一) 教育部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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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暨中部地區各技職院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

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國立台中

護理專科學校、朝陽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南

開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修平技術學院、親民技術學院、中州技術學院、環

球技術學院、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三) 全國技專校院之教師 

(四) 各產業園區的廠商。 

(五) 產官學研發人士及社會人士。 

五、活動內容：本活動包含兩大主軸，環保綠能創意論壇與產學合作成果展。 

(一)論壇內容： 

1.專題演講。 

2.環保綠能創意產學合作成果及研究成果分享。 

3.綜合座談。 

(二)產學成果展： 

1.本產學成果展包含產學合作計畫成果與其他相關之研究計畫成

果。展示攤位由承辦單位提供，由中部地區各技職院校提供參展

之成果，以公開展示形式展出符合環保綠能創意主題之研究成

果，使與會來賓瞭解各類專業領域之研究成果，加強學界與產業

界的對話，甚而開創產學合作的機會，以提升產業之競爭力。 

2.邀請產業界人士依產學合作及研究計畫成果之創意與實用性給與

評比，表現優異者將頒發獎盃、獎金、或獎狀。 

3.邀請媒體記者與會，邀請產業界的參與，以提升環保綠能創意成果

之行銷與推廣。 

(三)環保綠能創意成果參展共分為下列六大領域： 

1.管理及服務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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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及藝術領域 

3.環境工程及科技領域 

4.生技及醫療領域 

5.健康及休閒領域 

6 其他領域 

六、產學合作成果展示及研究成果報名 

(一)截止日期：11 月 3 日(三)前。 

(二)分為產學合作成果(19 件)及研究成果(6 件)。各校自行審核領域是否

符合環保綠能創意之主題，由各校承辦窗口協助報名。產學合作成

果報名(報名表如附件一)每校一件為原則、研究成果(報名表如附件

二)則以完成報名手續先後順率錄取。 

(三)報名方式 

1.傳真報名：FAX:(05)5371449，傳真後請電 05-5370988 #2161 陳凱

莉小姐確認。 

2.電子郵件：Email 至 oudr@twu.edu.tw，若 12 小時內未收到確認信

件者，請電 05-5370988 轉 2161 陳小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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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參與人 場地 

08:30:09:00 來賓報到  國際會議廳 

09:00~09:30 開幕 

環球科技大學 許舒翔 校長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徐啟銘 主任 

教育部技職司長官 

國際會議廳 

09:30~10:20 

專題演講： 

綠動能道路儲存發電

裝置 

主持人：環球科技大學 許舒翔 校長 

主講人：莊永榮 總經理 

        (亞太技術交易公司) 

國際會議廳 

10:20~10:50 茶敘時間/產學合作成果參觀 存誠樓中庭 

10:50~11:50 產學合作成果分享(一) 

主 題：待訂 

主持人：吳豐帥 副教授/主任秘書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分享人：二位(邀請中)，每位 25 分

鐘 

國際會議廳 

11:50~13:10 午 餐 時 間 存誠樓中庭 

13:10~14:10 產學合作成果分享(二) 

主 題：待訂 

主持人：待聘 

分享人：二位(邀請中)，每位 25 分

鐘 

國際會議廳 

14:10~14:40 茶敘時間/產學合作成果參觀 存誠樓中庭 

14:40~16:10 

論壇主題：產、官、學、

研座談會 

主題：環保綠能發展趨

勢 

主持人： 

陳富都 講座教授/院長 

(生物技術系/健康休閒學院) 

與談人： 

曾世昌 教授(雲林科技大學) 

鄭耀宗 主任(前工研院能資所) 

林達雄 教授(前環保署副署長) 

國際會議廳 

16:10 頒獎及閉幕式 

環球科技大學 許舒翔 校長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徐啟銘 主任 

教育部技職司長官 

國際會議廳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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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展示原則： 

(一)展示攤位：由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學校共 25 個展示攤位(各校產學

合作成果共 19 個攤位、研究成果 6 個攤位)及行政服務 1 個攤位。攤

位安排由承辦單位依領域之分類編排。 

(二)展示方式：各攤位可使用海報展示、實物或模型展示及電腦展示等方

式展出具環保綠能創意之產學合作及研究成果。 

(三)展示場地佈置及撤場： 

1.場地佈置時間：11 月 30 日(二)中午 12：00 至 12 月 1 日(三) 上午

09：00 止。 

2.撤場時間：12 月 1 日(三)下午 4：30 至 5：00。 

(四)各攤位至少派駐一名工作人員全時參與擔任成果解說或媒合之工作。 

(五)現場電腦、儀器…等設備請自行保管，承辦單位不負責保管。展示攤

位在實作部份不得使用危險物品或有燃燒、爆炸之動作，亦請勿使用

高分貝之擴音器材。 

(六)參展學校若對展示事宜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洽承辦單位。 

九、展示攤位配備與規格： 

(一)承辦單位提供：展示攤位編號及校名、隔展示版尺寸、長條桌一張、

椅子二張、礦泉水四瓶、桌巾一條、電源插座(110V/60Hz/15A)，額

外需求者報名時應申請)、無線網路(報名時應申請帳號)。 

(二)參展攤位自行準備：展示用海報(海報請統一以「對開」規格印製)及

其他展示相關之設備及儀器。海報內容儘量以圖表圖片或照片為

主，文字也請盡量精簡。 

十、經費補助： 

(一)全程參與之攤位，每一攤位補助 4,000 元，補助範圍包含人事費、場

地佈置費用等。 

(二)接送師生至承辦學校參觀及參展之交通：以本校校車接送為原則。 

十一、展示成果手冊資料提交：承辦單位將收錄各攤位簡介及成果集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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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以供產官學研界參考。 

    (一)頁數：每一攤位文字及展示成果共兩頁，手冊為 A4 規格，預估 70 頁。 

(二)資料提交期限：資料請以A4規格處理，以pdf.及Word.格式檔各乙份，

於11月18日(四)前，e-mail至oudr@twu.edu.tw。若12小時內未收到確

認信件者，請電洽05-5370988轉2161陳凱莉小姐確認。 

十二、準備時程表 

項次 繳交回覆日期 事項 聯絡人/聯絡方式 

1 11 月 3 日(三)前 

成果展示 (產學合作

成果及研究成果 )報

名截止日 

TEL：(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 

Email：oudr@twu.edu.tw 

傳真：05-5371449 

2 11 月 18 日(三)前 展示成果之資料提交 

TEL：(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 

Email：oudr@twu.edu.tw 

傳真：05-5371449 

3 
11月 30日(二)中午至 12

月 1 日上午 9 點(三) 
場地佈置 

TEL：(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 

Email：oudr@twu.edu.tw 

傳真：05-5371449 

4 
12 月 1 日(三)下午 4:30

至 5 點 
撤場 

TEL：(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 

Email：oudr@twu.edu.tw 

傳真：05-537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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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環保綠能創意論壇暨產學合作成果展(附件一) 

聯盟學校之產學合作成果報名表         

學校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類別 

□管理及服務領域 

□人文及藝術領域 

□環境工程及科技領域 

□生技及醫療領域 

□健康及休閒領域 

□其他領域 

主題名稱 

 

 

 

 

 

指導老師或

人員姓名 

 參展人數 

 

 

      (請將名冊列表於附件三) 

聯絡電話  E-mail 
 

展示方式 

 

 

(如：海報展示、實物或模型展示、電腦展示等) 

無線網路 
□需要  

□不需要 

額外插座需求 

(基本插座：110V 

單相 2 個) 

□110V單相    個   □220V單相    個  

□220V 三相   個 

請列出預計使用到的電力設備

(配電需求)。 
 

是否願意參加產學合作成果分享？    □是    □否 

內容（字體：直式橫書、標楷體、12 號字、每 1 主題至少 1 至 2 頁，表格不夠使用請自行

增加） 

一、標題： 

 

 

二、產學合作廠商： 

 

 

三、成果敘述：（100 至 300 字內、如有項目符號格式依序：一、（一）、1、（1）） 

 

 

四、圖表、照片、實物說明：11 月 18 日(四)17:00 前應將展示成果之資料提交給承辦單位。 

 

1.成果展由學校產學合作單位代為報名。 

2.傳真報名：FAX:(05)5371449，傳真後請電 05-5370988#2161 陳凱莉小姐確認。 

3.電子郵件：oudr@twu.edu.tw，若 24 小時內未收到確認信件者，請電 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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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環保綠能創意論壇暨產學合作成果展(附件二) 

聯盟學校之研究計畫報名表         

學校、單位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類別 

□管理及服務領域 

□人文及藝術領域 

□環境工程及科技領域 

□生技及醫療領域 

□健康及休閒領域 

□其他領域 

主題名稱 

 

 

 

 

 

指導老師或

人員姓名 

 參展人數 
 

      (請將名冊列表於附件三) 

聯絡電話  E-mail 
 

展示方式 

 

 

(如：海報展示、實物或模型展示、電腦展示等) 

無線網路 
□需要  

□不需要 

額外插座需求 

(基本插座：110V 

單相 2 個) 

□110V單相    個   □220V單相    個  

□220V 三相   個 

請列出預計使用到的

電力設備(配電需求)。 
 

是否願意參加產學合作成果分享？    □是    □否 

內容（字體：直式橫書、標楷體、12 號字、每 1 主題至少 1 至 2 頁，表格不夠使用請自行增加） 

一、標題： 

 

 

 

二、成果敘述：（100 至 300 字內、如有項目符號格式依序：一、（一）、1、（1）） 

 

 

三、圖表、照片、實物說明：11 月 18 日前應將展示成果之資料提交給承辦單位。 

 

1.成果展由學校產學合作單位代為報名。 

2.傳真報名：FAX:(05)5371449，傳真後請電 05-5370988#2161 陳凱莉小姐確認。 

3.電子郵件：oudr@twu.edu.tw，若 24 小時內未收到確認信件者，請電 05-5370988 轉 2161

陳凱莉小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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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環保綠能創意論壇暨產學合作成果展(附件三) 

參展人員名冊 

 

參展學校：            展示主題名稱：                     

編號 稱謂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住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午餐 

1 
指導老師       □ 葷 

□ 素 

2 
       □ 葷 

□ 素 

3 
       □ 葷 

□ 素 

4 
       □ 葷 

□ 素 

5 
       □ 葷 

□ 素 

6 
       □ 葷 

□ 素 

附註： 

1.敬請於報名時一併送交，若無法送交者，請於99年11月18日(星期四)17:00前送交 

2.傳真電話:(05)5371449，傳真後請電05-5370988#2161陳凱莉小姐確認。 

3.電子郵件：oudr@twu.edu.tw，若24小時內未收到確認信件者，請電05-5370988轉2161陳凱莉

小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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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環保綠能創意論壇暨產學合作成果展 

報名統計表 

編號 學校名稱 參展領域 展示主題 備註 

1 親民技術學院    

2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4 台中技術學院    

5 勤益科技大學    

6 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7 朝陽科技大學    

8 弘光科技大學    

9 僑光科技大學    

10 嶺東科技大學    

11 中臺科技大學    

12 修平技術學院    

13 建國科技大學    

14 中州技術學院    

15 南開科技大學    

16 虎尾科技大學    

17 環球科技大學    

18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9 雲林科技大學    

 小計    

1.管理及服務領域      2.人文及藝術領域      3.環境工程及科技領域   

4.生技及醫療領域      5.健康及休閒領域      6其他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