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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保存年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函

地址：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
123號
聯絡人：薛雅馨
聯絡電話：05-5342601#4374
傳真：05-5312063
電子信箱：hsuehyh@yuntech.edu.tw

受文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雲科大子字第10917002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因應全國大專院校開學延後至109年3月2日，本校承辦教
育部「智慧聯網專題實作競賽」之報名截止日順延至
109年3月15日，請協助轉知貴校師生，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108年12月30日雲科大子字第1081702900號函諒達。
二、競賽名稱:智慧聯網專題實作競賽
三、競賽目的:鼓勵大學校院學生從事智慧聯網系統相關之創
意發想、軟硬體設計與整合之實作，並且發揮設計及創新
應用發想。本競賽鼓勵解決實際問題或發展前瞻技術。鼓
勵發揮創意，增加系統之附加價值，進而培育相關人才，
提昇本國整體智慧聯網系統設計、整合及創新應用開發能
力。
四、競賽組別:競賽分成四組別，比賽不限制系統軟硬體平
台，須有實體作品。（一）【智慧工業聯網應用】: 工業
物聯網應用、智慧產線或機台設計、智慧工廠…等等。
（二）【智慧醫療或智慧農業應用】: 個人或醫療院所之
醫療應用、居家醫療與長照應用等、智慧農業、漁業、養
殖業等應用。（三）【智慧空間應用】: 智慧空間應用
(居家、城市、公共空間、…等等)，創新物聯網產品..等
等（唯不含：醫療、農業、工廠、車用相關應用)。
（四）【車用電子或運輸應用】: 車載資通訊、車用電子
設計、動力與傳動設計、安全感測應用、智慧運輸規劃與
設計..等等。
五、報名資格: (一)國內大專校院在學一般生(不含具全職身
分之學生。(二)每組參賽人員至多七人(含隊長)。(三)至
競賽網頁報名並上傳參賽聲明書，經主辦單位審查後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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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賽資格。
六、初賽報名時間:順延至109年03月15日
七、報名網址:https://iiot-comp.yuntech.edu.tw/
八、競賽相關資訊請洽承辦人薛雅馨老師(聯絡信箱
:iiotcomp@gmail.com)
正本：吳鳳科技大學 光機電暨料研究所、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台灣首
府大學 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和春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和春技術學院 資
訊工程系、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東方設計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系遊戲與玩具設計科、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科技管
理學系、陸軍軍官學校 機械工程系、陸軍軍官學校 電機工程學系、陸軍軍官
學校 陸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 電機工程系、海軍軍官學校 資訊管理系、
空軍軍官學校 航電系、空軍軍官學校 航機系、空軍軍官學校 航管系、空軍航
空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航空電子工程系、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 機械工程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自動化
及控制研究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
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研究所、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光電工程系、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
系、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龍華科技大學 資
訊網路工程系、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明新
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明新科技大學 光電系統工程系、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
程系、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明志科
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聖約翰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聖約翰科技大
學 電子工程系、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
系、聖約翰科技大學 醫護資訊學士學位學程、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中
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中國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資
訊管理系、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行動科技應用系、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
系、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學、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東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
工程系、中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中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中華科技大
學 資訊工程系、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系、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系、輔仁大學 電
子工程系、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系、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系、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
系、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系、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系、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系、淡
江大學 機械工程系、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系、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系、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系、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系、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系、長庚大學 資訊工
程系、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系、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系、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系、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系、中華大學 電子工程系、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系、銘傳大
學 資訊工程系、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系、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系、大同大學 機
械工程系、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國立
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義守大學 通訊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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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所)、
南華大學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
程系、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南臺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系、南臺科技大學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崑
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
系、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崑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崑山科技大學 智
慧機器人工程系、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
技與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正
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 資
訊工程系所、長榮大學 科技工程與管理系、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系、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系、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高
苑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系(所)、高苑
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工
程與娛樂科技系、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所)、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遠東科技大學 自動化控制系、遠東科技大
學 電機工程系(所)、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與光電應用工程系、遠東科技大學 資
訊管理系、遠東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數位設計與資訊管
理、美和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美和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大華科技大學 機
電工程系、大華科技大學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所)、大華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大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臺北城
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
理系、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南亞技術學院
應用科技研究所、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宏
國德霖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 電子工程系、黎明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黎明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黎
明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華夏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華夏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
系、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華夏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華夏科技大學 智
慧型機器人研究所、華夏科技大學 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華夏科技大學 資訊
管理學系、萬能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萬能科技
大學 資訊工程系暨電資研究所、蘭陽技術學院 機電工程系、聖母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陸軍專科學校 電子工程科、陸軍專科學校 機械工程科、
陸軍專科學校 電腦與通訊工程科、陸軍專科學校 車輛工程科、陸軍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工程科、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國立清華大學 計算與建築科學
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業管
理學系、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清華大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臺灣
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
機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
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中央大
學 通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
航工程學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國立臺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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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通訊工程系、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系、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
程學系、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宜蘭大學 機
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
設計學系、國立空中大學 管理與資訊學系、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
學位學程、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建國科技大學 工業與服務管理系、建國科技大學 服
務與科暨管理研究所、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暨研究所、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
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與網路通訊系、建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嶺東科
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亞洲大學 光電與通訊學系、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亞洲大學 行
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系、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明道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所)、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
化工程系、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南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南
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僑光科技大
學 資訊科技系、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與電子
商務管理、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中州科技大學 電機與能源科
技系、中州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修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修平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管理系、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修平科技大學 電
子工程系、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育達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育達
科技大學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行動數位
商務科、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臺東大學 資
訊管理系、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屏
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
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國立臺南大學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國立臺南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
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國
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
能源工程系、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
程學系、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國立成
功大學 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與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 電
機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科學系、國立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
究所、國立成功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 微電子工程研究
所、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山
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
工程學系、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國立中山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國
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防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學系、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
系、法鼓文理學院 社區再造碩士學位學程、馬偕醫學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國
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所、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國立中
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系、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國立聯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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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電機工程學系、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
系、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
電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
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
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
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逢甲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逢甲
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
工程學系、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葉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葉大
學 資訊工程學系、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大葉大
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朝陽科技大
學 資訊工程系所、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所、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暨智慧型輔助科
技研究所、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
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系(建工校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第一校區)、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第一校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第一校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建工校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
研究所(第一校區)
副本：電子工程系、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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