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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實施計畫 

壹、會議名稱：2017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 

貳、會議目的： 

在行動通訊、雲端平臺及大數據的引領下，高等院校資訊教育與

校園服務已邁入智慧校園時代，如何因應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廣爲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所共同重視。 

為加速掌握此發展趨勢，本屆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

除延續兩岸資訊教育研討會歷年成果外，更擴展範疇至校園大數據各

項應用，分享校務研究、學習分析新觀念，期能營造新視野，開創新

格局。 

參、會議主題：校園數位轉型－大數據實務應用 

本屆會議以「校園數位轉型－大數據實務應用」為主題，針對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以及STEAM程式教育進行專題講演、

論壇、研討、展示與專業培訓，邀請亞太兩岸智慧校園與資訊教育

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共襄盛舉。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淡江大學 

二、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 (AEL)、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

會 (ISAC)、優九聯盟、淡江資訊人協進會、淡江資訊七系系友

聯合會、程曦資訊整合公司、台灣智園公司、中華華夏企業聯

合發展協會、緯育公司、千華數位文化公司、中孚科技公司、

凌群電腦公司、敦陽科技、碁峰資訊公司、鈦思科技公司、晶

實科技公司 
大陸全國高等院校計算機基礎教育研究會、上海市微型電腦應

用學會 

http://www.isac.org.tw/
http://www.isa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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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日期： 

106年12月6日(星期三)至12月8日(星期五)，共3天。 

陸、活動地點：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柒、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11月30日(四)下午5時止，請至網址：

http://icsc2017.tku.edu.tw/ 報名。 

捌、聯絡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處 林錦河秘書 

連絡電話：(02)2623-3704、(02)2621-5656轉2586 

玖、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出席，差旅費及住宿費由原

服務單位報支。 

二、本校停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交通資訊請參閱

活動網站。 

http://icsc2017.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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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議程 

第一天：106年12月6日（星期三） 
地 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時 間 會議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08:15~08:30 報    到 

商管大樓 
B206 

08:30~15:30 

工作坊： 
高擴展性資料分析平台 
 基礎：資料整理、萃取、視覺化 

 進階：資料轉換、濃縮、創作 

 實作：課程相關性 

淡江大學資訊處 曹乃龍博士 

12:00~13:00 午    餐 商管大樓 
B302A 

15:30~16:00 報   到／茶   敘 商管大樓 
B302A 

16:00~18:00 大學程式教育論壇 

主持人： 
淡江大學 陳建彰教授、游佳萍教授 

引言人： 
中國人民大學 楊小平教授 
北京語言大學 劉貴龍院長 
華東師範大學 沈富可主任 
台北教育大學 賴阿福教授 
空中大學 郭秋田教授 
緯育公司 劉德泰總經理 

商管大樓 
B3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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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6年12月7日（星期四） 
地 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時  間 會議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09:00~09:20 大會專車接送與集合 淡水捷運站 

09:20~09:40 報到、領取資料／茶敘 守謙會議中心 

09:40~10:10 
開幕式 
致歡迎詞 

淡江大學 張家宜校長 
淡江大學 趙榮耀榮譽講座教授 
貴賓致詞 

守謙會議中心 
有蓮會議廳 10:10~11:40 

大會專題講演： 
From Big Data to AI-Firs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主持人：淡江大學 何啟東秘書長 
主講人： 
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簡立峰博士 

11:40~11:45 合    影 

11:30~17:00 現 場 展 示 守謙會議中心 
3樓 

12:00~13:10 午    餐 
守謙會議中心 

HC305 
HC306 
HC307 

13:10~15:10 

主題：數位轉型－大數據應用實務 
主持人：淡江大學 林俊宏學務長／鄭東文教務長 

守謙會議中心 
有蓮會議廳 

1.大數據學習分析專題講演 亞洲大學 楊鎮華副校長 
2.數位轉型－大數據的力量 淡江大學 郭經華資訊長 
3.大數據&AI專題講演 程曦資訊 張榮貴總經理 
4.大數據校務研究專題講演 交通大學 盧鴻興教務長 

15:10~15:40 茶    敘 守謙會議中心 
3樓 

15:30~17:30 優九聯盟校長與資訊主管會議 守謙會議中心 
HC405 

15:40~17:10 

專題一：大數據AI與校務研究  
主持人：淡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白滌清稽核長 

專題二：學習平台與學習分析  
主持人：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 
    潘慧玲執行長 

守謙會議中心 
HC305 
HC307 

1. 大數據實務專題講演 (邀請中) 1. 實踐大學 李建國圖資長 

2. 大數據實務專題講演 (邀請中) 2. 南京師範大學 朱雪梅教授 

3. 大數據實務專題講演 (邀請中) 3. 淡江大學 鍾志鴻教授 

4. 大數據實務專題講演 (邀請中) 4. 滁州學院 于春燕副院長 

17:10~18:00 大數據實務專題論壇 學習平台與分析專題論壇 

18:30~ 晚    宴 淡水雅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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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6年12月8日（星期五） 
地 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時  間 會議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09:30~10:00 報    到 

淡江大學 
台北校園 

校友聯誼會館 
10:00~12:00 

亞太/兩岸CIO智慧校園2020論
壇： 
智慧校園建設與評價體系 

主持人： 
淡江大學 郭經華教授 
 
引言人： 
AEL常務理事 林立傑博士 
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 徐魯雄副校長 

台灣智園公司 鄭旭成董事長 
 
與談人： 
東吳大學   余啟民主任 
輔仁大學   許見章主任 
文化大學   陳恆生主任 
世新大學   邱孟佑圖資長 
大同大學   包蒼龍主任 
銘傳大學   蘇瑞元處長 
實踐大學   李建國圖資長 
臺北醫學大學 羅友聲資訊長 
中原大學   劉士豪主任 
逢甲大學   劉宗杰資訊長 
靜宜大學   蔡英德主任 
淡江大學   王英宏組長 
淡江大學大陸姊妹校代表 
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代表 
大陸計算機研究會代表 

12:00~13:30 午    餐 

14:00~18:00 參訪行程  

18:0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