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
徵求論文及專題競賽 (IETAC 2017 Call For Papers and Project Competition)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簡稱 IETAC)為一個探究資訊教育(含學習)與科技應用之學術研討會。本
研討會由僑光、修平與中臺等科技大學聯合主辦。今年度為第十屆，由僑光科技大學承辦，深盼諸位
學者專家給予支持與愛護，擴大參與，並投稿論文或實務經驗報告於研討會上發表。此外，本屆研討
會將遴選數篇傑出論文，頒發五篇「最佳論文獎」與「佳作論文獎」若干篇，特優之論文將推荐至國
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Humanistic Computing)上刊載。並設「專題競賽」
，邀請專題實務傑出作品參與展示競賽，預計遴選
各組前三名及佳作數名，頒贈獎座、獎狀及獎金。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圖資大樓 B113 會議廳
一、研討會主題：
(1)資訊教育與學習
• 行動學習技術
• 知識管理技術
• 學習科技
• 遠距教學
• E-Learning
• M-Learning
• U-Learning
(2)智慧生活與資訊應用
• 居家安全與環境監控
• 居家照護與遠距醫療
• 嵌入式系統與應用
• 數位家庭網路與伺服器
• GPS/GIS 應用
• 健康產業資訊管理
• 專利資訊與智財權
(3)多媒體與數位內容
• 數位互動技術
• 數位內容技術
• 多媒體應用
• 多媒體遠距教學
• 數位典藏
• 虛擬實境與遊戲設計
(4)資訊系統技術與管理應用
• 企業資源規劃(ERP)
• 電子商務(EC)

• 資訊安全
• 系統發展與資料庫技術
• 知識庫系統與資料挖掘
• 顧客關係管理
• 社會網絡
(5)網路技術及應用
• 網路協定
• 無線網路
• 無線感測網路
• 網路行銷與數位文化創意
• 拓樸及流量控制
• 行動應用與計算
• 雲端運算與應用
• 物聯網 IOT 與應用
• 資訊傳播及微電影
(6)大數據與校務研究
• 大數據資料挖掘
• 校務研究與學生學習
成效加值
• 校務研究與校務發展
• 校務研究與自我評鑑
• 校務研究與績效責任
• 校務研究與資料採礦
• 校務研究未來趨勢
(7)其他資訊相關議題

二、專題競賽類：
(1) 系統整合類
(2) 行動應用類
(3) 資訊管理類
(4) 數位內容與創意設計類
(5) 物聯網應用類(限用 Flag 相關套件)

研討會與專題競賽投稿說明：
1. 論文投稿方式採線上投稿，投稿網址及論文格式說
明請參閱 http://ietac.hust.edu.tw
2. 論文徵稿開始日期：105 年 12 月 07 日
3. 論文截稿日期：106 年 3 月 05 日
4. 論文接受通知：106 年 4 月 07 日
5. 論文定稿截止日期：106 年 4 月 15 日
聯絡人：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駱錥錂小姐、劉柏伸老師
電話：(04)27016855 轉 2252、8805

E-mail:imtech@ocu.edu.tw、bsliou@o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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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科技部
主辦單位：(依主辦單位之年度承辦順序排列)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修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訊網路技術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
中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協辦單位：
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軟體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中華民國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
國際工程與科技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IET 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