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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資工系熊貓講座 

資工系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邀請到加拿大阿薩巴斯卡大學

（Athabasca University）計算與信息系統學院教授林復華開講。林

復華專長是將人機互動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在線上學習之研究，是國

際學術機構 ACM和 IEEE高級成員，曾任國際遠程教育技術期刊（IJDET）

的聯合主編和總編輯。此次受前工學院院長許輝煌之邀，除了進行專

題演講，另與本校教科系教師、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進行座談和

交流。 

 

加拿大阿薩巴斯卡大學計算與信息系統學院教授林復華與本校校長合影(108.03.26)  

 

林復華教授於有蓮廳演講(108.03.26) 

https://tkutimes.tku.edu.tw/pic.aspx?no=19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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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人工智慧前瞻技術與應用研習會 

資工系於 5月 15日在工學院演講廳舉辦「2019人工智慧前瞻技

術與應用研習會」，約 120 人參與。本次研討會安排 3 場專題演講，

第一場由美商訊能集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永維博士以「Surgical 

Wounds Assessment System For Self-care」為題，分享「臺大 AI-

SWAS–智慧術後傷口追蹤系統」，他說明，現今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

即能達到 9成的準確度，在技術層面上可以影像切割讓系統更易辨識

傷口，判斷傷口是否紅腫或壞死等狀況，讓病人能在家以手機紀錄術

後傷口，隨時上傳圖像提供醫生審視判斷，以減少延誤就醫的情形。 

 

美商訊能集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永維博士 (108.5.15) 

第二場專題演講則由聖約翰科技大學資工系暨醫護學程副教授

鄧有光說明「老人科技（Gerontechnology）：ABC」，介紹人工智慧

與長照領域的結合，用來照護老人的健康生活；第三場專題演講由

Indeed Inc. Japan，Engineering Manager 杜佐民帶來「Efficient and 

Invincible Big Data Platform」，說明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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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ed Inc. Japan，Engineering Manager 杜佐民(108.5.15) 

AI 深度學習研究工作坊 

資工系於 2019 年 6 月 21 日舉辦人工智慧產學合作經驗分享工作

坊，與會的貴賓有研勤科技 PaPaGo 的張照奇特助、精英國際教育集

團的張義雄董事長以及來自許真理大學的游國忠院長、大同大學的廖

文華執行長、明新科技大學的王勝石組長、淡江資工石貴平老師及資

工系同學們共同參與。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的張義雄董事長(1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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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中心主任張志勇開幕(108.06.21) 

在大數據與物聯網的技術研發方面，將現有的資料資訊化，儲存

至資料庫，透過網頁的設計、物聯網技術、及機器人技術，由學校提

供並與公司進行產學合作，學生也能透過產學合作提升自身的技術與

實作的能力，因此，在產學合作上為雙贏的合作經驗。 

2019 兩岸三地三校研討會 

資工系於暑假期間 7 月 18 日至 23 日舉辦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由

資工系、台北大學、及北京交通大學於淡江大學共同舉辦。本次會議

仍圍繞著透過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的結合，將賦予物件智慧並擁有

與其它物件或人溝通的主題。換言之，未來網路不再只是人與人的溝

通管道，更是聯繫全球物與物、人與物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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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大師生與淡江師生合影(108.07.19) 

本會議共分享了五個主題，其中更將人工智慧及物聯網技術於智

慧型樂齡村之建置做更加詳細的分享與報告。北京交通大學王書記也

分享了高速鉄路與人工智能的結合，在鉄路系統的建置、經濟、配置、

利等等等，均提出關鍵技術及看法，智慧交通與數位生活的融合，將

新科技充分發揮城市資通訊產業，透過建設資通訊基礎設施，構建城

市發展的智慧環境，形成基於大數據和智慧處理的新生活。透過會議

面對面的深度研討，不僅僅增進兩岸資訊技術領域學術之交流，建立

良好的溝通渠道與合作關係，促進兩岸學術的進一步合作。 

 

研討會於台北大學舉辦合影(108.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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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ICET 國際研討會 

本系鑒於近年來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自前年起，籌辦第一屆的

2017 最新物聯網與計算工程國際研討會(CICET2017)，建立一個與國

際學者交流的平台，增加本系教師的國際交流機會。2019 年有鑑於物

聯網及大數據等研究議題在人工智慧的加持下，有更多的應用發展，

因此持續以物聯網、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為主題，做為今年

CICET2019 的研討為主軸。而在眾多國際學者的共同交流下，必能激

盪出研究的火花，為未來的國際合作，建立良好的基礎。有來自台灣、

南韓、菲律賓、泰國、立陶宛、比利時、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共計發

表二十餘篇論文。 

 

2019 CICET 與會人員合影(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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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前瞻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 

資工系於 2019 年 11 月 4 日舉辦的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前瞻技術與

產業應用研討會，特別邀請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方面的菁英，對於健康

照護、智慧製造及安全等領域，進行產業應用技術之分享與前瞻技術

之介紹，希望透過這樣的演講與論壇，能為淡江大學的師生注入新的

科技能量，並減少學用落差，更讓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能與產業需求

及前瞻技術的發展密切結合，幫助業界推出創新且符合市場需求的產

品，進而帶動市場成長形成一個正向循環，而隨著 IT 技術進步，惟

有不斷提昇研發能量，整合新技術、創意與優秀人才，改良既有產品

的缺失，才能持續進步。 

 

研討會學生出席情形(108.11.04) 

 

物聯網中心主任張志勇介紹講者(108.11.04) 

http://tkutimes.tku.edu.tw/pic.aspx?no=20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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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人工智慧工作坊 

資工系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舉辦「2019 人工智慧工作坊」，會中

邀請聖約翰科技大學鄧有光教授就年長者的多人姿態偵測、本系陳建

彰老師就影像複製偵測的應用、與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吳震明副總

經理就企業應用系統的轉型等三個議題，介紹人工智慧的實際應用。

此次工作坊提供三種人工智慧的實際應用範例，讓參與者多方了解人

工智慧的實際應用場域，提高對未來工作的期許。 

 

講者鄧教授對主題進行介紹(108.11.12) 

 

講者吳副總對主題進行介紹(1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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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人工智慧論壇 

資工系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舉辦的「2019 人工智慧論壇」論壇

應用研討會，由淡江大學工學院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中心張志勇主任

進行開幕典禮。 

目前人工智慧應用在醫學及醫療的應用案例越來越多，而這方面

累積了過去數十年的醫療數據及影片，很適合以深度學習的方式來方

析這些資料，並產出可以協助醫師判斷或診斷病人的症狀，對人類發

現疾病、治療疾病及遠離疾病的貢獻很大，淡江大學順應著這個趨勢，

透過以往利用 AI 對健康照護數據分析的專業，正好可以結合醫學方

面的數據分析，讓醫生看見的不再只是病人看病那一剎那間的病狀，

而是可以對病人日常生活起居有更多的數據分析來協助其看診。 

 

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中心張志勇主任進行開幕(10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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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系謝璦如助理教授分享運用 AI 整理醫療資訊的意義(108.12.13) 

資訊週競賽及展示 

2019 年 5 月 16 至 17 日，舉辦「資訊週」活動，本活動是大學部

專題實驗課程，要求學生融合所學，進行創意設計，由專題實驗中進

ㄧ步提升自我的資訊技能，學生之設計成果以往僅由教師個別評分，

失去同學們彼此觀摩的機會，此次希望藉由設計創意成果展進行現場

展示，提升學生之信心與能力。 

 
2019 資訊週大合照(108.05.16) 

http://tkutimes.tku.edu.tw/pic.aspx?no=20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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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及老師參觀資訊週專題競賽(108.05.16) 

  

學生向評審委員操作說明(108.05.16) 評審委員會影(1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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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 

資工系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舉辦企業實習說明會，推動校外實習

的機會，提供學生職場學習情境，同時也可將理論與實務相印證，提

昇學習效果，增進學校與企業的互動，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業界的

需求。本次說明會超過 70 位學生參加聆聽，且本學期共有 21 家企業

參與本系實習合作。 

 

實習學生說明實習的優點(108.05.14) 

 
企業說明實習內容及待遇(108.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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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 

微軟首席技術長及企業服務事業群總經理陳守正(丁維揚)學長的

協助安排下，全系師生五十多位，加上系友學長們三十多位，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參訪台灣微軟公司。活動中由兩位微軟公司同仁分

別對 AI 人工智慧及投影片製作進行兩場精彩的分享及公司的示範導

覽，同時也參觀台灣微軟如何結合人工智慧與智慧判斷，包括利用人

臉辨識判斷年紀、利用無人機進行工廠管路損害自動檢測、以及利用

變腦視覺檢測晶片的錯誤等。 

 

陳守正學長開幕(108.12.20) 

 

108.12.20 企業參訪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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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小畢典 

本系於畢業典禮當天辦理系上小畢業，邀請畢業學生家長蒞臨，

參與學生與家長超過 300 人。典禮中學生分享自已製作大學四年回顧

的影片，還有給敬愛師長的感言，場面充滿著溫馨的祝福。最後，系

主任將親自頒發畢業證書以及進行撥穗禮，希望學生學有所成，展翅

高飛。 

 

2019 資工小畢典(108.06.15) 

  

系主任撥穗儀式(108.06.15) 家長參與熱絡(1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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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資訊營 

資工系為了協助高中生了解資訊工程科系，同時也挖掘對資訊有

興趣的學生，本系於 2019 年 6 月 2 日，邀請高一、高二生參加資工

系所舉辦「高中資訊營」，藉由營隊課程規劃，學生將實際撰寫 Arduino 

UNO 程式，於課程中實作倒車雷達、SOS 求救燈等等。本次活動共

有約 30 位高一、高二生參與，學生於活動後表示關於物聯網 IOT 實

驗課程，收獲良多，希望實驗課程能多開設。 

 

學領學生實作 Arduino(108.06.02) 

 

高中資訊營大團拍(1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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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IGO 企業出題、人才解題」競賽獲獎 

學系張志勇教授率研究生共組「AI 因由夫來」隊及「馬訓冷凝」

隊，參加經濟部工業局所主辦的 2019「AIGO 企業出題、人才解題」

競賽活動，從 198 個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傑出獎、優等獎、佳

作獎，分別拿下最高獎金 40 萬、30 萬、以及 20 萬元。 

 

2019「AIGO企業出題、人才解題」競賽於高雄舉辦頒獎典禮(108.11.26) 

張志勇表示：「參賽的學校除了台、清、交、成、台科、北科，私

校就只有淡江和元智，我們打敗諸多新創團隊，十分不容易。同學們

在過程中因為參賽壓力，反而更主動學習，從解決問題中找到成就感。

此外，同學以彈性思考，提供多元的解決方案，加上每次開會老師都

親自出席，促使公司樂於配合，都是得奬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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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勇老師於展示會場說明(108.11.26) 

★108.1~108.12 全國競賽成績： 

– 108.12 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用競賽第一名 

– 108.11 華夏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暨工程學院專題競賽第一名 

– 108.11 經濟部「AI 智慧應用新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優等獎、傑

出獎、佳作獎 

– 108.11 2019 第 24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大賽資訊應用組

八 佳作 

– 108.06 2019 創新創業競賽 創新創業組佳作 

– 108.01 2019 年實踐家之星全國大專院校創意競賽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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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賽鉑金獎 

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於 9 月 26 日至 28 日參加 2019 年由經濟部、

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國發會、環保署所主辦的「台灣

創新技術博覽會」，團隊以具專利的發明作品「用來評估一勞工過勞

風險的電子裝置」參賽，得到鉑金獎。今年競賽共有 18 國、659 件作

品參賽，共頒發 15 面鉑金獎。 

 

滁州學院參訪 

本校大陸姊妹校滁州學院校長鄭朝貴、校辦公室主任陳桂林，以

及國際處處長祁世明於 5 月 9 日下午來校拜訪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

家宜，並邀請他們於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9 日參加 2019 年第六屆

皖台物聯網研討會。會中，雙方彼此問候，就雙邊合作現況交換意見，

鄭朝貴感謝淡江在對皖台物聯網研討會的支持，鄭朝貴表示，雙邊進

行互辦研討會以來，給予滁州學院實質的支持，如資工系教授張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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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研究團隊指導的「智能家居與健康科技實驗室外、張董事長曾分

享 TQM 的淡江成功經驗，收穫良多，希望能出席這次研討會持續給

予支持。 

 

大陸姊妹校滁州學院校長鄭朝貴（左三）、校辦公室主任陳桂林，以及國際處處長祁世明於 5 月 9 日下午來

校邀請校長葛煥昭（右三）、董事長張家宜於暑假期間參加 2019 年第六屆皖台物聯網研討會。(108.05.09) 

泰國農業大學洽談雙邊學術合作 

姊妹校泰國農業大學科學學院資工系系主任 Mr. Somchoke 

Ruengittinun 與分校講師，於 9 月 6 日及 12 月 13 日兩次至工學院拜

訪，由院長李宗翰以及資工系主任陳建彰接待，洽談雙方教師合作申

請經費進行研究，共同發表國際學術論文以及招生相關事宜。 

https://tkutimes.tku.edu.tw/pic.aspx?no=1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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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農業大學主任暨講師 3 位拜訪工學院(108.9.6) 

 

泰國農業大學主任暨講師 9 位拜訪工學院(108.12.13) 

資工系系友李述忠榮獲第 33 淡江菁英獎 

本屆金鷹獎得主中，有位善用專業知識致力於提昇國家社會的資

訊服務外，同時於 19 年來擔任本校各項校友會要務，強化校友與母

校溝通橋梁，他就是始終面帶笑容，現任大州數位服務有限公司董事

長、本校電子計算機科學系（現資工系）校友李述忠，一盞茶，一支

http://tkutimes.tku.edu.tw/pic.aspx?no=20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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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為我們細說母校的培育和豐富的校園生活。李述忠感謝地回應，

「很高興也很感謝能獲得這個獎項，這是母校和母系對我的肯定，過

去曾經拿過 2015 年度傑出校友獎，這獎是校友獎的進階版。」 

 

大州數位服務有限公司李述忠董事長 

 

系友慶賀李述忠獲金鷹獎(108.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