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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3 資訊月 虛實並行 加速前進新未來 

挑戰與轉機永遠並存，疫情催化了數位轉型、虛實整合，線上會議、智慧協作

等虛實整合的應用，穿越了地理、虛實的限制，也突破產業技術的天花板，因此今年

的主題為「數位領航、虛實共融」，透過互動式的展示、各領域廠商共襄盛舉，讓參

觀者進入虛實，在數位新時代抓到解方。 

 

主題館全國首創！破框思考 To B+ To C共融生態圈展演 

傳統的線性思考、工作模式已無法因應時代的巨變，如何破框思考、打破以往T

o B 和 To C的框架，是今年資訊月核心策展精神，今年共有超過30家廠商「共融」展

演，從元宇宙內容到AR/VR遠端操控的霹靂布袋戲、3分鐘為你全身建模製作虛擬（o

r數位？）分身（AVATAR）。 

● 區塊鏈與虛擬貨幣：區塊鏈老司機帶你無痛升級元宇宙居民！手機一站式創建 

NFT、一個APP就能投資全世界、包含房地產！ 

● 資訊安全與網路安全：實體生活有法律，保護我們的權利，網路世界和元宇宙

也需要保護機制，行動應用資安聯盟及資安應用服務聯盟，攜手趨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超前部署，保護每一位使用者。 

● 數位轉型解決方案：各種數位轉型需求，資訊月都為企業主預備好了！AI分析

輿情企業聲量、視覺辨識、社群訊息蒐集、一站上雲的服務...全部都在資訊月！ 

 

智慧健康+數據管理 社群與串流龍頭都在這裡！  

除了企業、上班族和學生教育的數位轉型，我們也關心樂齡群體的數位轉型發展。

資訊月近年致力於推動樂齡科技與生活應用，今年資訊月樂齡館攜手產業代表性廠商，

除了展示智慧健康管理及健康數據應用外，更透過運動科技的體驗展現樂齡活力，同

時也有「愛長照照顧者贊助聯盟」聯合參展，提供樂齡族及樂齡照顧者多元的生活解

決方案，亦有Meta數位公民、訊息真假查證站、Netflix（詳情請見第18頁）相繼展

示，以期提升大眾的資訊識讀能力及數位公民素養。樂齡館透過多面向的產品及服務

展示，期望增進樂齡族的自主健康選擇，普及樂齡數位學習與參與，並提升樂齡族與

數位應用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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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國家 In the Making  

數位發展部作為國家數位轉型引擎，掛牌後首次參展，100個攤位囊括資安、電

信、傳播等領域，以In the Making 作為策展主題，透過互動、親民的策展，為臺灣

打造更完善的數位發展環境。 

交通部與資通訊業者攜手轉型5G智慧交通 ，陸海空服務創新有成，集結臺灣具

代表性的智慧交通應用廠商打造多項 5G 智慧交通解決方案，並實際導入交通部監督

管理之陸、海、空機關（構）場域；交通部部長王國材也將親自頒發智慧交通服務創

新獎， 中華電、仁寶、凌群備受肯定。 

 

虛實展演元宇宙 資訊月線上展同步開展 

疫情和科技加速了世界的數位轉型，虛擬平台的普遍使用，讓議題、倡議不只在

平台上，更從虛擬影響到實體，資訊月活動委員會期許自己為數位、虛實共融的加速

器，資訊月今年展出的內容不只有VR360虛實展、線上型錄展，我們也透過匯聚產業

能量，讓議題、趨勢與展覽之間，彼此互融，邀請大家一起線上、線下體驗虛實互融

的新時代。 

111資訊月展演與數位轉型的進行式，資訊月活動委員會誠摯邀請大家，來一趟

資訊月實體展，一同前進虛實攜手共融的美好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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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數位領航 虛實共融 

 

圖片提供：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資訊月主題館以「數位領航 虛實共融」為策展主軸，「數位轉型」的浪潮隨著數

位發展部揭牌成立，是台灣邁向數位國家的里程碑。今年我們仍透過互動式的展示、

各領域的廠商共襄盛舉，將科技應用跨域延伸，進而讓參觀者對未來融入數位化的智

慧生活有所想像。透過展示及各領域的廠商共襄盛舉，從Web 2.0 到Web 3.0虛實，

見證資通訊科技引領現代生活的大轉型，體驗數位世界的無垠遼闊。    

 

數位啟蒙：從體驗開始 元宇宙傳送門Go! 

 
圖片提供：台北市電腦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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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元宇宙一詞開始大夯，相關的應用逐漸融入在各個領域，由台北市電腦公會

策展的「體驗共創元宇宙」專區，邀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林日璇特聘教授與美「遊戲

與虛擬環境實驗室」研究共同開發VaccineWorld-流感疫苗推廣施打；Horizon   

Workrooms虛擬會議室，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將元宇宙的概念貫徹在Workrooms中，

讓人們可以跨越空間一起開會與工作；此外，「iWIN兒少網安守護者」為落實兒少網

路安全意識，推出的超可愛的iWIN小尖兵AR濾鏡，透過「床下有怪獸」的繪圖故事

情結，以 AR將繪圖過程生動的呈現，藉此帶著觀眾進入畫中世界，也將美感教育帶

入兒童的成長中。 

 

    

圖片提供：盈米科技 

 

台灣盈米科技是元宇宙的職人訓練所，透過VR技術提供多種職業訓練，例如： 

 

1. 牙科訓練模擬：可進行牙科教育訓練與治療模擬，從醫學院到診間，利用VR科

技提升醫學訓練成效。 

 

2. VR噴漆模擬系統機台-SIMSPRAY 3.0：為噴漆和塗料行業的領先培訓工具。 

 

3. VR車用內飾置換系統：可客製化的擬真情境，即時置換物件、材質，並能降低

業者與客戶認知上的差異。 

 

4. VR機械手臂操作模擬：可優化培訓流程，提升培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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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HTC、見臻科技 

        除已落地的應用，台灣元宇宙先驅HTC，也在資訊月全方位展示5G及VIVERSE消

費及商用應用，引領民眾、科技菁英、新創團隊、商務人士及企業進一步認識未來豐

富多元的元宇宙世界，並鏈結產業廠商串起元宇宙生活；所展出內容包括旗下創新的

元宇宙虛擬空間World、遠距協作會議社交平台、以及專為元宇宙打造的VIVE Avatar

方案，可開會、社交，打造獨一無二的「全身虛擬分身」，民眾只要透過手機APP即

可快速製作，可擁有栩栩如生的體態動作與臉部表情，弭平數位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差

異。 

        剛拿下TIE Award 首獎的見臻科技，利用最精簡的機構設計及高階人工智慧演算

法，打造出微型眼球追蹤解決方案。見臻科技的穿戴式微型眼球追蹤裝置Ganzin SO

L Glasses，搭載高階人工智慧演算法，僅需精簡的元件，即能取得準確又穩定的眼動

資料，適合用於專業研究、市調分析、智慧生產、教育訓練等領域。 

 

 
  

圖片提供：愛迪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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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只見於電影、影集的動作捕捉，今天走出大螢幕，來到資訊月！參展的愛迪

斯科技提供業界頂尖的動作捕捉技術與角色製作技術，每個表演者或是體驗者，都能

透過動作捕捉系統與遊戲引擎，扮演與自己相似或是不同樣貌的虛擬分身，在虛擬世

界進行互動；愛迪斯科技的HoloLens 2 MR引擎模擬組裝訓練，則透過逐步指引與指

導，可取代以往必須透過資深人員實際引導，才能協助新人進行拆卸維修等操作；這

項技術方案也可透過混和實境（MR）方式進行維修模擬，或是組裝教育訓練，適用

於製造業工業應用、醫療業手術模擬教學或是學校教育等。 

數位領航：區塊鏈老司機帶你無痛升級元宇宙居民 

  

圖片提供：AMIS 帳聯網路科技公司 

 

日常生活、經營公司都需要金錢，在元宇宙裡當然也是，但到底怎麼運作？身為

企業以太坊聯盟創始成員之一、隸屬台灣 ＭaiCoin 集團的區塊鏈技術公司AMIS 帳聯

網路科技公司就提供解決方案，在近期推出Qubic NFT 技術整合的相關全方位服務，

包含Qubic Pass（NFT通行證） 、Qubic Creator 一站式 NFT 發行服務及 Qubic  

Wallet 去中心化錢包，且Qubic 以核心區塊鏈技術為後盾，提供 NFT-as-a-Service 

全方位服務，致力成為大眾與去中心化世界的橋樑，讓企業與一般用戶無需理解艱深

的區塊鏈技術，即可無痛進入去中心化世界，享受安全的虛擬金融服務。 

 

 
 

 

圖片提供：王牌加密貨幣交易所、雪喬股份、安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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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榮獲第四屆區塊鏈價值權威榜「最佳中心化交易所」殊榮的王牌加密貨幣

交易所，這次也參加資訊月展出！讓你一站式買幣，投資全世界！ 

至於許多用戶擔心的虛擬金融交易安全問題，雪喬股份提供Web 3.0為核心的個

資簽證和查驗平台，採用符合國際標準的Indicio DID區塊鏈，讓發證者輕鬆地制定憑

證格式和進行簽發或註銷管理，使用者的數位證件皮夾也被好好保護！ 

此外，提早布局開始投資房地產也不是問題，因為全球最大房仲Century 21開發

的安轉不動產，率先鋪路打造區塊鏈不動產交易平台，超前部屬你的元宇宙資產。 

 

如果是初入區塊鏈領域的小白，或是想要尋找商業夥伴者，區塊鏈協會正致力

培育區塊鏈人才及推廣區塊鏈技術落地應用，結合學術界、產業界及研究單位，以整

合國內外區塊鏈相關資源，並促進產業、政府與國際間合作為宗旨。 

網路資安：從網路到元宇宙 我們都需要被保護 

 

圖片提供：行動應用資安聯盟及資安應用服務聯盟 

 

行動應用資安聯盟及資安應用服務聯盟也攜手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和中華資安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於資訊月共同策劃「資安四超玩」四大攤位，希望透過簡單的體驗活

動，讓民眾認識動應用App和物聯網設備資安標章，在網路叢林中保護自己的資訊安

全，不再成為網路世界待宰的小肥羊。 

 

專做資安檢測的三甲科技，則針對資安健診項目開發「資安健診快易通」平台服

務，透過檢測程式的執行，且執行結果回傳與後端自動化分析，提供該端點設備的各

項安全訊息，並透過統計報表讓客戶清楚了解設備狀況；同時，還備有社交演練服務

的「社交神盾」和弱點掃描項目的「資安漏洞管理平台」，從檢查開始，讓資安不只

是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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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完整的數位新時代解決方案 

  

圖片提供：藍星球資訊、瑞艾科技 

 

各種數位轉型需求，資訊月都為企業主預備好了。企業攻敵致勝第一步就是正確

且全面的情報，AI來助力！藍星球蛛思輿情分析平台提供關鍵熱詞分析和聲量趨勢分

析，還能跟多重競品比較！行銷人最需要的報告圖表，更可自動產製！ 

擔心數位轉型成本太高？瑞艾科技的iSeek 訂閱制AI影像辨識平台，專業的AI影

像辨識平台iSeek，透過強而有力的辨識核心，提供企業最彈性的AI解決方案。除了

分析輿情、辨識圖像，AI還可以幫你分析訂單，智慧價值的B2B訂單成交預測，以AI

精準預測訂單，在訂單簽約前階段即可用AI得知可能成交率，精準預測逾85%。 

 

  

圖片提供：聚選匯雲、社群洞察 

針對商場的不同角色，資訊月都預備了解決方案；企業主、創業家想要嘗試上雲？

聚選匯雲的  「雲盒子 -一站式多雲整合後台系統」完全免費，打造一致化的雲端作業

模式，一站即能滿足大中小微型企業在管理雲端上的需求。 

對員工來說，加速了解客戶資訊、主管想法是很重要的，專做智能秘書的社群洞

察，開發「智能群組秘書」有智慧分類，貼心提醒功能，再多的群組也不怕！企業版

更有「資訊戰情室」，協助企業端更能掌握業務社群力，讓每個群內的成員都是VIP

顧客。 

111資訊月展演疫後時代虛實的密切整合，資訊月活動委員會誠摯邀請大家來一

趟資訊月，以數位領航開創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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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前進的數位化政府 

 

圖片提供：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為了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更好的未來，政府一直以來不停地在解決、捍衛、實

現全民夢想。 

資訊月設立【政府館】，就是要打造一個讓民眾體驗政府所形塑的安居樂業環境，

讓生活更健康、安全與安心，也是與政府單位零距離互動的絕佳平台，每年邀請政府

單位展示推動與服務的各項成果，皆引起廣大迴響。 

111資訊月更以「全速前進的數位化政府」為主題，攜手政府一同打造更好的國

家願景：呼應政府積極啟動數位轉型、改善空污、優化交通、促進安全等幸福家園服

務，以「轉型」為動能，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的成果實現。 

 因應後疫情新生活趨勢的關鍵需求，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奠定未來國家發展基

礎，以厚植各項便民服務，今年成立的數位發展部以「IN THE MAKING」為主軸，

代表不斷創新的數位與科技，有形與無形的運用在各種日常生活中，並演示臺灣正邁

入WEB 3.0趨勢出發，科技多元應用與生活已密不可分。展出內容包括實踐城鄉數位

平權的智慧城鄉計畫、獨立遊戲、虛擬製作內容拍攝實驗室、運動科技競賽作品、M

etaEdu、智慧學習、智慧製造及兒少參與數位娛樂法制等多樣內容，隨科技的普及，

使輔助娛樂、教育、製造等領域應用，並展現資透過科技賦能各行各業，完善產業環

境，彌平數位落差，落實數位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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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上述精心設計的展出項目，除看見政府持續推動便民服務與創新計劃，各單位無

不用盡巧思，強化活潑有趣的活動，搭配科技體驗呈現。 

此外，依照兒少法第46條授權，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組成的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推出「數位公民群島」互動式網站，以「申辦護照、

入境數位世界」的線上旅遊概念讓大眾了解身為數位公民應具備的素養、權利及義務。

今年更將化身為「iWIN航空」機長，帶領大眾從報到櫃檯依序體驗安檢門（防護功

能）、登機門（反網路霸凌）、飛機餐（網路交友）、行李提領（私密照議題），最

後抵達數位公民島（訊息辯識、私密照議題、網路霸凌議題），從而學習到網安知識。 

為加速交通場域之5G數位轉型，交通部偕同15家資通訊業者協力發展 9項5G智

慧交通創新應用，並於全臺陸、海、空交通場域進行實證，成果豐碩。交通部將與各

家業者共同於資訊月之「5G智慧交通館」中，展示各項計畫成果，促成中華電信、仁

寶電腦、亞太電信、東立物流、神通資科、研勤科技、凌群電腦、遠傳電信等業者，

進入以往為管制性交通專屬場域，包括臺鐵、桃機、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蘇花

路廊等，進行5G技術應用於交通創新服務試煉，鼓勵產業發展創新交通服務，期使臺

灣交通運輸的安全、效率與服務再升級。 

      環保署則以「清淨大氣環境 減噪永保平安」為主題，建立｢大氣環境現況與改善

｣、｢空污排放清冊建置｣、｢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空污管制策略制定｣、｢執行稽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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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五大主題區，展覽期間至環保署展攤參與遊戲闖關小活動，可獲得精美的小禮

品。 

        資訊月政府館以互動體驗方式讓民眾了解未來趨勢，與政府如何提升全民智慧幸

福生活；同時，政府館也將政府、學研、使用者的技術應用交流與傳承更加的緊密連

結在一起，用資通訊科技實現全民夢想。 

       此外，現場除了各展示單位的精彩活動體驗外，資訊月更舉辦「呼朋引伴一路遊」

活動，邀請各級學校及團體帶隊參觀，透過現場的介紹服務，讓參觀展覽成為寓教於

樂最棒的場域。輕鬆體驗政府各項豐沛的創造力與創新服務，一起凝聚動能開創新視

野，打造國民幸福的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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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科技新時代 

資訊月領頭進入樂齡科技新時代 

 2026年臺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中高齡人口不再只是少數，隨之而來的需求也

與日俱增。在臺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之際，資訊月致力於推動樂齡科技與生活應用，

領頭關心樂齡族。響應衛福部提出的「高齡社會白皮書」，今年資訊月集結了20家廠

商，展示智慧健康照護、長照關懷與數位資訊技能，透過多面向的產品及服務展示，

期望增進樂齡族的自主健康選擇，普及樂齡數位學習與參與，並提升樂齡族與社會的

連結。 

智慧科技健康照護 

          個人健康管理一直是國人安心生活的重心，在後疫情時代下，健康管理的面向也

從實體醫院看診進化到個人健康管理裝置，讓國人可以隨時隨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

而在樂齡健康管理上，居家健康照護及遠距長照相關的展示，提供樂齡自主健康管理

的新方向及新選擇。 

        在數位時代下，智慧科技的應用可以讓健康照護及資訊追蹤更加即時，透過不同

的穿戴式裝置，即時回報長者的身體狀況及活動狀態。在霍恩實業開發的Docter穿戴

式手錶的應用下，可以隨時隨地偵測長者的心律、體溫、血氧及睡眠資訊等，更能透

過雲端演算，在長者跌倒、心律低下等狀態時，連續發送求救信號，達到即時救援的

效果。 

 

 

圖片提供：霍恩實業 

 

除了表象的身體機能外，長者的大腦及心理健康也是一大重點，透過亞堤仕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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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無線腦機帽，可以進行大腦的快速量測，用遊戲化的介面快速檢測將腦認知功能

數據化，線上即時產出腦健康評估報告。搭配腦部訓練耳機，可以讓使用者邊聽音樂

邊訓練大腦，提升專注、放鬆紓壓、改善情緒及睡眠的同時，產生大腦訓練頻率，保

持腦部健康。 

 

圖片提供：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在人們自主意識強烈的時代，針對格外在意被「監視」著的被照護者，健康數據

的蒐集方式也因此做出變化。Docter的無接觸睡眠感應裝置，可以透過生物雷達感知

技術，提供非接觸、連續且即時的生理監測，紀錄呼吸心律及在床離床的紀錄，不僅

能保護獨居隱私、作為防失智應用，更將智慧病房的概念落實至個人、家屬、及醫療

照護中心。 

 

圖片提供：霍恩實業 

 

樂齡專屬運動科技 

 在健康管理之餘，多元的運動方式也成為樂齡族提升身體機能的重點之一，動態

與靜態的樂齡專屬運動科技，讓樂齡族們活得健康、動得快樂！透過多元的運動科技

展示，期望在樂齡場域中讓樂齡族們動靜皆宜，結合科技展現樂齡活力。 

致力於推動智慧科技應用於高齡照顧的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研究中心，在徐業良教

授的帶領下，透過WhizToys運動遊戲地墊的展示，讓樂齡族可以現場體驗，透過遊

戲的方式，結合肢體運動、認知訓練及多感官刺激，除了能應用在日常運動外，也能

運用在復健活動中，讓室內運動、復健生活更有趣，樂齡一起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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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研究中心、智慧紡織協會 

 

 除了動態運動之外，樂齡運動科技也能達到被動運動的效能。萬倍爾的微晶舒緩

系統採用專利微導電金屬絲纖維布料，搭配身體各部位的護具設計，觸發運動神經元，

並進入人體肌肉深層，帶動更多肌肉纖維，以此達到刺激運動神經、強化肌肉力量、

加強血液循環的效果。從運動醫學的原理出發，透過手機APP的簡易操作，就能啟動

機肌肉訓練及深層按摩的運動模式，除了能運用在居家運動外，更同步運在醫療照護

院所中，進行復健及肌肉沾黏舒緩的應用，融入照護日常，並協助照服員減少職業傷

害。 

解決長照需求、打破長照困境 

 台灣每年超過有20萬人成為照顧者，需要同時面對照顧家人並瞭解長照資源，例

如生活照顧、疾病狀況、福利補助等等。面對多元資訊需要密集的學習和盤點，照顧

者的壓力與日俱增。作為最多人使用的長照平台，今年愛長照邀集多家銀髮產業夥伴

組織照顧者支持聯盟，在樂齡館建立體驗式展區，用實際行動整合照顧者需要的多元

服務，陪樂齡族一步步了解長照歷程，一路提供照顧最佳解方，更有長照關懷論壇，

一同探討如何打破長照困境！  

 

圖片提供：愛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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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下的公民素養 

         隨著科技進步的腳步，資訊的傳遞越加方便及快速，訊息可以來自社群軟體的個

人分享、新聞平台的即時報導或通訊軟體的群組分享等等。訊息的來源五花八門，卻

也同時導致真真假假的訊息漫天飛舞，在資訊超載甚至是爆炸的時代下，資訊月攜手

Meta數位公民及事實真假查核站，希望讓樂齡族可以在不被資訊淹沒的情況下，同

時擁有資訊思辨的能力。  

  

圖片提供：事實真假查核站、Meta數位公民 

 

        Meta數位公民致力推廣數位安全與素養，並開發各種資源與工具。透過「推出

多元教材與資源」、「全方位推廣與培訓」、「強化數位素養生態圈」等方式，致力

建立善盡數位責任的數位世界，更在2022年正式推出「數位公民培育2.0計畫」。 

        今年Meta 數位公民以「數位公民種子」為概念，邀請參觀的民眾擔任數位公民

小種子，透過展區資訊、闖關後逐漸成為數位公民樹苗，在生活中落實，一起成為茁

壯的數位素養之樹。展區中包含「不實訊息破解手冊」、「數位素養檢測站Messeng

er聊天機器人」、「Instagram網路安全短片」、「賽博人類隱私保護桌遊」及「防

詐隊長四大訣竅」，將數位素養教育計畫升級，期望在簡單的互動遊戲及教學中，提

升民眾的數位素養與訊息辨識能力。 

 

        資訊識讀的培養是漫長且無止盡的，在訊息真假查證站中，結合了台灣事實查核

中心、MyGoPen麥擱騙、假新聞清潔劑及真的吧訊息事務所，四個致力於查證不實

訊息與推廣辨別方法的單位，共同培養民眾的資訊素養及資訊識讀能力。透過動手玩

查核的技巧和教學，讓數位公民具備打擊假訊息的基本能力，也運用主題問答互動的

方式，讓大家更有感地進行資訊思辨，透過學習資訊識讀，不只「識誤」更能讀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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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除了文字識讀外，在數位網路的時代下，影音也成為人們生活娛樂、接收資訊的

重點來源之一。在全球擁有2.2億個訂閱使用者的Netflix，今年首度插旗資訊月，在

樂齡館實際展示，教導樂齡族如何使用影音串流平台，透過一系列的演繹，讓樂齡族

了解如何替自己、替家人選擇適合的影片，並透過 Netflix會員遊戲，達到寓教於樂的

效果，輕鬆拉近家人間的距離、維繫情誼，建立起樂齡族與家人、與社會的連結。 

 

展望樂齡新未來 

          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高齡教育及樂齡科技應用逐漸受到廣泛的關注，同時也更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及資源來滿足樂齡需求。不論是政府的樂齡政策或是樂齡產業的

量能，都需要透過更加透明的資訊流通才能傳達給樂齡族群，而資訊月則期望扮演這

樣一個角色，透過資訊月的平台，協助政府展示樂齡計劃成果，鼓勵樂齡產業展現樂

齡科技應用，並培育樂齡教師帶領樂齡終身教育與學習，一同帶領樂齡族進入樂齡科

技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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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國家科技實力-傑出資訊人才獎11位得主出列 

讓台灣資訊產業充滿進步能量 

        人才是國家最珍貴的資產，資通訊人才更是維持國家競爭優勢及推動科技發展的

核心力量。象徵資通訊產業至高榮耀的「傑出資訊人才獎」，今年度各界推薦及參選

踴躍，來自資通訊各領域的優異代表齊聚於資訊月舞台，角逐此最高桂冠。今年共有

11位傑出資訊人才獲獎，橫跨產業各大領域，影響力擴及全世界！有創新技術與服務

開創者、跨領域合作與教育創新的教育工作者、積極致力於將台灣資訊產業發揚到全

球的研發推動者等；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強大的熱情及努力不懈的精神，讓台灣

資訊產業充滿進步能量。 

        以下是今年獲獎者的簡介： 

矽智財、高頻記憶體研發與新行銷開創者 

        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盧俊宏，帶領團隊開發出「嵌入式非揮發性

記憶體NeoBit、NeoFuse矽智財與NeoPUF晶片安全矽智財」，取得國際500多件智

財權保護，協助力旺名列全球前十大矽智財公司；獲2021年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獎 

金牌獎」。 

        芝奇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EO 黃昊昇帶領公司成為全球高端超頻記憶體的領

導品牌，多項產品獲國際獎項肯定。與台灣各大電競主機板團隊合作，推出高性能超

頻記憶體模組，並與全球CPU大廠Intel及AMD合作，協助優化CPU記憶體控制器，

以提升新處理器的記憶體超頻性能。 

        雲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林伯修研發「CuboAi智慧寶寶攝影機」獲全球多項

知名獎項，包括CES 2022與多國母嬰媒體大獎，銷售亦於英、澳、日等國排名第一；

連續四年每年營業額達2-4倍成長。 

 

資訊教育向下扎根 高等教育研究卓越 

        台灣的硬實力來自資訊教育的向下扎根，及資訊研究、研發的卓越。新北市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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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成福國小教導主任謝基煌致力於行動學習，並與在地家鄉文化結合，發展許多數位

教材及作品；並研發數位生態與藝術課程，到全台灣甚至到法國教育部分享經驗，分

享場次超過百場，影響的人數超過5000人以上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黃有評，研究主軸包含人工智慧、物聯網、健康照護系統

設計、智慧型系統等，將AI與IoT技術結合成可落地使用的系統，強調AI在資訊領域、

智慧養殖、鳥類科普教育，有多篇優秀論文，超過380篇期刊與研討會論文、9個專利，

於人才培育方面，參選人指導學生參加競賽：2020~2021 年共獲 12獎項，充分展現

對我國培育優秀資訊技術人才之貢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吳婷婷致力於資訊教育，有多篇優

秀論文發表；她還致力於協助教育部、地方政府入校輔導，協助學校教師數位教學成

長，在課程中運用資訊融入教學並培養學生資訊應用於教學之技能，歷年來已教授技

職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共計65門課程，其資訊融入課程共計修課人數超過1300人次。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逄愛君為「邊緣智慧」研發先驅，學術界高度

矚目，IEEE 通訊學會及IEEE車載技術學會全球首位獲選「Women Distinguished Car

eer Award」，也自2017年起，擔任北市市政顧問及智慧城市委員會委員，與市府共

同規畫推動「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因此連續多年在瑞士洛桑管

理學院IMD全球智慧城市指數調查報告名列前茅 

 

資訊應用推動 讓生活便利的很有感 

        資訊應用推動落地到生活大小領域，生活便利的很有感。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暨支付事業部副總經理班鐵翊長期推動支付應用解決方案，普及非現金支付；在

他的帶領下，公司在全台現下刷卡機端末設備市占率達50%；結合電動車充電服務，

整合支付、會員、票劵平台，並積極參與科專計畫，為產業做出貢獻。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車輛處處長趙孟成，以機械工程背景引入維修生命週

期之理念，穩定台北捷運IT基礎建設、網路安全環境、帶領IT團隊開發E化資訊系統，

提供更貼近現場E化服務與流程優化，推動全公司無紙化環境，創造IT部門更高價值；

重置文湖線行控電腦，建置虛擬行控電腦系統，為公司樽節5.8億元原廠修護成本。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黃建華，推動急診防疫資訊的推動與應用，包括防疫電

腦之應用，建立急救防疫資訊醫療模式，疫情資料及疫苗接種的預測建置開發智慧急

診全流程系統，以病人就診角度包括從檢傷、病史、危險辨識等事件處置的智慧急診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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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組長卓傳育，領先全球推動半導體設備資安標準。並於

2022年正式通過成為全球第一個SEMI半導體資安標準-E187；創新資安整合服務平

台SeePaaS，一站式引領資安政策落地；帶領產業直輸日本電信合作每年4億元台幣

產值。 

        恭喜本屆的得獎者！讓源源不斷，永不止歇的創新能量，造就資訊產業持續不斷

地進步。請各界給予致力於臺灣資通訊產業默默耕耘的幕後推手熱烈的掌聲與喝采！

期盼大家一起做臺灣資訊業發展的「推手」，以增進參與推動資訊產業之風氣，凝聚

產、官、學界力量，將臺灣成為世界資訊應用的創新者、教育者及推廣者，並將臺灣

推上數位經濟時代高峰，讓世界看到臺灣的驕傲！ 

 

●  111年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得獎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吳婷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 

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特聘教授 

卓傳育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組長 

林伯修 雲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班鐵翊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暨支付事業部 

副總經理 

逄愛君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特聘教授 

黃有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校長 

黃昊昇 芝奇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黃建華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任 

趙孟成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車輛處 處長 

盧俊宏 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暨第一事

業群總經理 

謝基煌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小 教導主任 

（得獎者依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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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資訊月「資訊應用技能競賽」 

～ICT校園競技吸引各校好手參加～ 

       「資訊月-資訊應用技能競賽」提供資訊競技切磋的舞台，多年來已被資訊科系之

學校視為年度盛事，各高中職及大專校院資訊人才彼此一較高下，並使全國技能優秀

的校園學子有機會嶄露頭角、發光發熱，對未來無論升學或就業都能更具競爭實力。 

       資訊應用技能競賽採用「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及「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檢定方法，以密集的訓練，練就學生紮實的實務技能，讓學生步出校園後，可立即進

入業界服務、貢獻所長，為業界信賴的用才依據。今年競賽項目包含全國各級學校支

持的競賽職類如「Python程式語言」、「創意APP程式設計」、「視傳設計技術應

用」、「商用專業編輯」、「商用簡報技巧」、「商業數據分析」、「會計資訊與財

務分析」，讓參賽者於競賽現場展現一較高下，多元創新的競賽項目廣受學校好評。

全國實機競賽已於10月舉行完畢。並於11月7日於111資訊月展前記者會上頒發全國

第一名獎項。 

 

 

圖片提供：電腦技能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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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年度盛會「2022臺灣教育科技展」 

全臺規模最大且唯一以教育科技為主題的「臺灣教育科技展」，2021年因疫情改為線

上展出後，今年宣布將回歸實體展覽，持續致力策畫、打造臺灣最佳的教育科技產業

媒合平台！今年的展覽以「科技在手 雙語跨步走」為年度主題，結合現行兩大教育政

策「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及「2030雙語政策」，並以「來吧！教學進化中」作

為號召，匯集與主題相關的軟體、硬體、整合應用等單位，將在11/10(四) ~ 11/13

(日)於臺北世貿一館盛大舉辦，並展示國內、外教育科技導入校園的價值與成果！ 

 

百家企業、學校共同參與 共建教育遊樂園！ 

本屆的展示規劃，包含主題館及七大展區。主題館以「前往教學進化的路上」

為題，闡述臺灣教育數位化下的教學新常態，透過布建政策下的教育現況展示及體驗

情境，帶領參觀者分別從「教室」、「家庭」、「戶外」及「未來展望」的視角一齊

見證臺灣教育進化的里程碑。 

  七大主題展區與展示內容分別為： 

● 「教育部聯合展區」集結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計畫與各級學校機關成果展

示 

● 「品牌旗艦館」匯聚國內外數位內容、教室硬體及行動載具設備的教育科技指

標廠商 

● 「教育元宇宙」以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等應用整合數位教學展示

為主軸 

● 「網課神隊友」匯聚從數位內容教材、線上教學平台、班級行政管理到混成教

學設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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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玩課室」以STEAM教育及MAKER為核心，讓孩子體驗做中學、學中

玩 

● 「開機會語言」涵蓋中文、英文及程式語言的數位內容服務廠商 

● 「永續校園」提倡校園綠化布建及永續教學課程活動展示 

  各展區採用主題式呈現整個展覽面貌，匯聚百家教育科技業者與學校共同參與，

為歷年來臺灣教育科技展最大的展出規模，讓所有參觀者盡情體驗全台最大的教育遊

樂園！ 

 

 

百場講座研習輪番開講 全台最大公開課！ 

除了展示體驗，臺灣教育科技展也特別設置三大主題講座活動區。 

● 「主題論壇」為臺灣教育科技展最重要的發表舞台，將邀請產、官、學、研各

界指標代表分享對教育進化、雙語教育及平板教學議題的見解及經驗交流 

● 「教案沙龍」以教育工作者為本，讓企業示範語言學習與永續教育相關產品服

務和教案，除了可提升教師專業技能，也啟發教案設計與教學靈感 

● 「未來教室」則著重於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技術融入教學，以及

數位學習、混成教學相關產品的應用實例，讓老師體驗更創新、科技化的教學

方式。 

  三大講座區域將為參觀者帶來超過百場以上的課程，邀請全臺優質教師、典範社

群教育家分享經驗、觀點，來一場改變教育思維的教育公開課！ 

 

尊師重禮，集點、抽獎活動 好禮拿不完！ 

此外，臺灣教育科技展也規劃了一系列豐富有趣的集點與抽獎活動，要給所有

蒞臨的老師們最高的「禮遇」！凡是完成預先報名登錄（報名請見文末），可於現場

換得「教育家證」及「大會見面福袋」，同時取得也獲得大會抽獎的資格；在逛展期

間也別忘了參與集點活動，除可以在「EdTech Cafe」兌換豐富的展覽紀念品以外，

還可額外參與「EdTech Cafe」專屬的抽獎機會！此外，臺灣教育科技展也在現場布

置精緻好拍的打卡牆，只要上傳照片到臺灣教育科技展粉絲專頁指定貼文，還可額外

參與粉絲專頁的抽獎喔！ 

 

如要了解更多「臺灣教育科技展」相關活動訊息，請立即關注「臺灣教育科技展」臉書（FB）或上「臺灣教育科技展」

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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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預約報名參觀：https://seminars.tca.org.tw/D11k00524.aspx 

主題導覽預約：https://www.edtech.tw/tour 

臺灣教育科技展官網：https://www.edtech.tw/ 

臺灣教育科技展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dTechTW 

 

歡迎各界洽詢參展、合作 

2022臺灣教育科技展EdTech Taiwan 

11/10(四)~11/13(日)世貿一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  

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 教育應用科技創新發展中心  

合作洽詢： 

陳少琪 小姐  02-25774249#229  iris_chen@mail.tca.org.tw 

程郁庭 小姐  02-25774249#245  kathy_cheng@mail.tca.org.tw 

https://seminars.tca.org.tw/D11k00524.aspx
https://www.facebook.com/EdTec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