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工程司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期末成果展暨成果審查
時間：2017 年 7 月 19 日(三)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3 樓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報名網址：https://cpr.kktix.cc/events/6caa7568 (請團隊上網報名並填寫是否需要用餐，報名時間從 5/16 (三)中午 12 點到 7/5(三)凌晨)
議
程：

報 到

12:00~12:40

績優團隊頒獎典禮

12:40~12:50

休 息

12:50~13:00
13:00~13:40

A1 組-楊竹星(群)

B1 組-陳朝烈(群)

C1 組-龔旭陽(群)

D1 組-林土量

E1 組-賴谷鑫

13:40~14:10

A2 組-蕭志榥

B2 組-賴槿峰

C2 組-曾學文

D2 組-李哲瑋

E2 組-王家輝

審查委員討論與休息 (茶敘)

14:10~14:30
14:30~15:10

A3 組-孫雅麗(群)

B3 組-梁德容(群)

C3 組-吳宗成(群)

D3 組-張保榮

E3 組-陳建中

15:10~15:35

A4 組-彭心儀

B4 組-楊朝棟

C4 組-戴自強

D4 組-蔡英德

E4 組-顧皓翔

15:35~16:00

審查委員討論

16:00~

賦 歸

群體計畫報告 30 分鐘、委員詢問 10 分鐘，共計 40 分鐘；個別型計畫報告報告 20 分鐘、委員詢問 10 分鐘，共計 30 分鐘。

【各組審查專案團隊老師與計畫名稱】
A1組：楊竹星老師(群體)
A2組：蕭志榥老師
A3組：孫雅麗老師(群體)
A4組：彭心儀老師

計畫名稱：雲端環境下之網路目標性攻擊、關連分析與多層次防禦技術研究(3/3)
計畫名稱：開放資料雲端環境之建立-台灣開放街圖平台之建置與育才推廣
計畫名稱：雲端服務之連續資安防禦偵測系統(3/3)
計畫名稱：巨量資料應用之資安管理：以資通訊服務與運用為例

B1組：陳朝烈老師(群體) 計畫名稱：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之雲端輔助設計優化
B2組：賴槿峰老師
計畫名稱：基於雲端資料傳輸架構之自適應電力指紋區段選取方法用於家電負載辨識
B3組：梁德容老師(群體) 計畫名稱：支援行動應用 APP 之惡意風險分析及使用者認證技術研發
B4組：楊朝棟老師
計畫名稱：軟體定義雲端基礎設施與虛擬桌面整合開發之實作(2/3)
C1組：龔旭陽老師(群體)
C2組：曾學文老師
C3組：吳宗成老師(群體)
C4組：戴自強老師

計畫名稱：雲端物聯技術與平台設計：以智慧農業為驗證場域
計畫名稱：一個在雲端服務環境支援OLxP交易和分析的商業連續性應用
計畫名稱：總計畫：IoT可信賴架構之設計與實作(1/3)
計畫名稱：基於語音服務之雲端旅遊問答資訊系統

D1組：林土量老師
D2組：李哲瑋老師
D3組：張保榮老師
D4組：蔡英德老師

計畫名稱：連續性時序資料的隱私保護機制-以巨量個人定位資料為例
計畫名稱：新型數位影像內容保護與修復技術之研究
計畫名稱：雲端化商業智慧系統之多重巨量資料處理平台的整合與優化
計畫名稱：智慧型視障輔助系統之設計與開發

E1組：賴谷鑫老師

計畫名稱：基於Hadoop平台之APT攻擊大數據分析研究(1/2)

E2組：王家輝老師
E3組：陳建中老師
E4組：顧皓翔老師

計畫名稱：數位貨幣交易之安全性提升的設計與實作-以開放源碼之比特幣錢包為例
計畫名稱：雲端視訊處理平台技術
計畫名稱：規劃與設計一輕量化本體論模式應用於高爾夫六階段揮桿錯誤姿勢之研究

【注意事項】
各位老師&窗口 您好：
106 年科技部工程司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計畫將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三)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
樓三樓會議室舉辦期末成果展暨成果審查會議。
以下相關事項，先煩請主持人與窗口協助閱讀，並請各團隊於 2017 年 7 月 5 日(三)前回覆推動辦公室所
需資料，謝謝您！
期末審查
 時間：2017 年 7 月 19 日(三) 下午 1 點開始進行審查，上午 10 點即可前來架設機器
 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三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群體計畫報告 30 分鐘，Q&A 10 分鐘，共計 40 分鐘；個別型計畫報告 20 分鐘，Q&A 10 分鐘，共
計 30 分鐘。
審查方式
 今年審查程序為審查委員至各計畫實體展示區進行審查，由各主持人親自介紹計畫，不限定各團隊
報告的方式，可用筆電直接使用投影片報告、製作影片講解或現場 Demo 展示皆可。呈現方式由各
計畫自行安排。
注意：無法前來主持人請務必找代理主持人，並請告知推動辦公室由那位老師協助報告
 展示設備：展示使用的所有設備(如電腦、螢幕、手機和延長線等等)，請自行準備，展示會場會提
供兩組的無線網路或是團隊想申請 I-Taiwan。I-Taiwan 網路申請：https://itaiwan.gov.tw/
資料繳交
 海報將統一由推動計畫辦公室印製，請各團隊於 7/5(三)前提供。
1. 群體計畫海報總計畫 1 張，子計畫分別各以 1 張呈現；個別型計畫 1 張為限。(海報格式可參閱
下一頁的海報範例，各團隊可根據自己專案內容進行刪減或增加項目)
2. 海報大小 A0 (84 cm X 118.8cm)，請各團隊於 7/6(三)前直接 email 電子檔(PDF、AI、JPG)給我即
可(信箱：shin-yan@mail.ntust.edu.tw 或 swallow0115@gmail.com)，謝謝。逾期煩請自行印製。
3. 海報印製是直式海報，因此請團隊製作內容時以直式為主，謝謝。
 請團隊協助製作一張團隊計畫魚骨圖
1. 根據團隊專案將已知具備的技術與未來需要的技術製作一張魚骨圖(可參閱信件另一 PPT 檔案範
例)。檔案請於 7/12(三)前 email 電子檔寄送給我即可，麻煩各位老師與團隊成員了，謝謝。
2. 可使用 xmind 來製作，他有免費付費版本可使用。官網：http://www.xmind.net/

【海報範例參考】
計畫名稱：XXX (必填)
執行單位：XX 大學/系所 (必填)
主持人：XXX 老師(必填)
計畫編號：MOST XXX - XXXX-X- XXX- XXX (必填)
一、計畫摘要
二、計畫架構
三、技術特色
四、技術應用範圍(如產學合作或未來應用)
備註：
1. 可在功能完整性、成果可應用性、技術方案優越性進行詳細說明
2. 多年期群體計畫或個別型計畫，請記得對第一年成果進行簡單說明
3. 以上為海報規定的內容，若有其他項目想補充可自行增列。
4. 字型大小和排版請各計畫自行編排，海報大小以 A0(84 cm X 118.8cm )為主。
5. 計畫辦公室會協助印製彩色版海報，各計畫可以自行設計底圖，內容也可放入彩色圖片。
6. 礙於場地空間限制，群體型計畫海報編排總計畫 1 張各子計畫 1 張，謝謝！
個別型計畫海報編排原則上以 1 張為限，謝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交通參考】
台科大交通說明網址：http://www.ntust.edu.tw/files/11-1000-101-1.php?Lang=zh-tw
開車
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台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辛亥路往木柵方向行駛，於辛亥路二段
與基隆路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由北二高接台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搭乘聯營1、207、254、275、275副線、275區間車、650、672、673、907、綠11、棕12、敦化幹線。
台北市動態公車資訊網
搭乘國道、省道客運
福和客運（板橋－基隆）、（台北－基隆）、（新店－基隆）、（德霖技術學院－基隆）。
基隆客運（板橋－基隆）。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北市政府），經新店、公館、六張犁。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北），經龍潭、新店、六張犁、捷運市府站、松山車站。
國光客運、台聯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北）經中永和、公館、六張犁、捷運市府站。
亞聯客運（新竹－台北），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龍潭、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
館、新生南路、仁愛路、臺北市政府。（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豪泰客運（竹北－台北），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北交流道站、二高竹林交流道站、新店、
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捷運科技大樓、捷運大安、捷運忠孝復興、捷運忠孝敦化、
捷運國父紀念館、捷運市府站。（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路步行，於鹿鳴堂右轉，過基隆路
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館站1號「水源市場」出口轉乘1、673、907、綠11、棕12直達本校。
搭乘捷運文湖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672、650、基隆客運板基線直達
本校。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園平面圖 (下圖)
會議地點：國際大樓 3 樓會議室(如下圖紅色框起處)
開車者：請先上報名系統填寫姓名與車號以利申請進入校園，並從基隆路四段 73 巷停入國際大樓地下
停車場，進入時請按黃卡與我換卡即可免費停車。(藍色箭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