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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13 級大學部畢業專題展示會規定事項 

舉辦日期：112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每組請自行製作海報，可至育樂街「吉祥影印店」輸出, 

海報尺寸: 69CM*104CM(費用由系上支付) 可親自到店或 EMAIL PDF 檔: s23.s23@msa.hinet.net 

寄出後打電話給店家:236-8880 確認領取時間 
時程 日期 事項 說明 

展前
繳交
的資
料 

112/5/1(一) 
前 

上網登錄題目、組
員及上傳專題題目
同意書紙本至系辦 

上網登錄題目、組員和發表領域別 
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Ktu38vb7FtNdYdc92MxEBWF6K1lLAJt
ykiseYESMvV2Nr0w/viewform 
 
【資訊專題發表教授同意書】請至系網頁下載 
https://www.csie.ncku.edu.tw/zh-hant/news/10665 

112/5/22(一)
前 繳交專題簡介 

格式及範例請參考公告附件, 寄至 nckucsie.project@gmail.com 
檔名格式: 組別_組員姓名_題目  
範例: 01_漩渦鳴人宇智波佐助春野櫻_windos 木村搞笑版 

時程 日期 事項 時間 地點 說明 

展 
前 
各 
項 
申 
請 
與 
佈 
置 

112/5/22 (一)
前 

各組分配位置異動
申請 

09:00-16:00 系辦黃小姐 

若有場地申請任何相關問題，請於規定時間內提出，

否則一律皆以規定基本配備為限。逾時不候，責任自

負。 
黃小姐  irishuang@mail.ncku.edu.tw  62500 轉 19 

電力/桌子增加需求
申請(附件三) 

網路線/實體 IP 申
請需求(附件三) - 

蔡孟勳老師 LAB 
林亭伃網路助教 
黃崇明老師 LAB 
陳亮瑋網路助教 

請於規定時間內向助教登記，逾時不候，責任自負。 
 
*林亭伃(網路助教) ting2313@gmail.com 分機
62520-1004   
*陳亮瑋(網路助教) chenlw@locust.csie.ncku.edu.tw
分機 62520-2303  

112/6/08(四) 展前佈置測試 12:00-16:00 65104.65105.滑鼠
廳展示區 

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若準備不及，請於專題展當天

報到前繼續完成。 

展 
示 
當 
天 

112/6/09(五) 

報到 09:30 

新大樓 1F 大廳 

請準時報到並領取名牌及專輯 
主任致詞 09:45  
專題展開始及評分 10:00  
撤場 12:00~ 取出名牌、繳回掛牌 
入選者專題成果簡
報 13:30~15:30 65405 or 65102 請入選者準時報到並依序簡報 

頒獎 15:30~16:00 65405 or 65102  

★當天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參與對象 

9:00~9:30 報到 新大樓 1 樓大廰 參展同學 

9:30~9:45 開幕-主任致詞 新大樓 1 樓大廰 全系師生 

9:45~11:30 
專題成果展示及評分 

人氣獎票選(註 1) 

65104.65105 

滑鼠廳及 1樓大廰 
參展同學、評審老師、參觀學生 

11:30~12:00 評分統計各領域前 1~2 名 -- 系辦人員 

11:30~13:30 午餐  
全系教師職員、參賽學生及簡報評

審委員 

13:30~15:30 專題成果簡報 65405 or 65102 
各領域前 1~2 名組別及簡報評審

委員 

15:30~16:00 頒獎 65405 or 65102 全系師生 

註 1:人氣獎票選活動:9:30~11:30請同學至報到處簽到領取票選貼紙，12:00結束立即計算得票以便進行頒獎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Ktu38vb7FtNdYdc92MxEBWF6K1lLAJtykiseYESMvV2Nr0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Ktu38vb7FtNdYdc92MxEBWF6K1lLAJtykiseYESMvV2Nr0w/viewform
https://www.csie.ncku.edu.tw/zh-hant/news/1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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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請務必配合上表列各項規定時間內完成各事項。 
 展示當天服裝儀容，敬請注意。 
各組展示位置（見附件二），若有任何問題請儘快洽系辦黃小姐 irishuang@mail.ncku.edu.tw 分機  
62500 轉 19 。 
 當天如有網通設備特殊需求者請自備。 
 各展示場地之設備，請自行照顧保管。 
 敬請注意著作權相關問題，請勿提供軟體程式檔案資料給參觀來賓。 
 活動當天報到時間於上午 09：00 開始。 
 中午系上備餐盒一份，中午 12 點後至報到處領取(用完餐請務必處理廚餘)。 
 如有任何通知，將會公布於 FB 及系網頁，敬請隨時注意。 

進出場 
 各組如有與事先約定短缺不符者，請事先通知黃小姐，當天嚴禁挪用他組之配備，以免影響他組正

常運作。 
 攤位工作請依照規定時間內進出場，請勿提前離場或逗留會場。 
 所有準備工作請於活動當天上午 09：00 前(報到前)全部準備完畢。 

展示期間 
 各組請保持周邊環境整潔。 
 進場時，請配戴系辦所核發之識別證。 
 會場內禁煙、禁食。 
 如有任何問題，請儘速告知工作人員。 

撤場 
 各組不得於展示時間未結束前提前撤場。 
 展示結束後，請儘速撤離所屬展示品，切勿逗留會場。 
 識別證套請於展示結束後儘速歸還至系辦。 
 系辦提供之公共物品(如延長線，看板等)，請留在現場，切勿攜離。 

系辦提供基本配備說明 
每一組別 
 基本用電量 3 安培/110V(一般 PC 耗電量最大約 2.5 安培)。 
 海報展示板(直式)：96CM(寬)*146CM(長) 
 展示桌範圍大小-二組共用一桌：60 CM(寬)*180 CM(長)  
 如有特殊機器或桌數增加，請提早於 112/5/22(一)前申請，以另再配置電量及桌數。 

附件一：組別 

成大資訊工程學系 113級大學部 畢業專題組別 (待公告) 

附件二：各組展示位置：(待公告) 

 

 

 

mailto:irishuang@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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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電力/桌數增加需求申請表 

請於 112/5/22(一)前提出申請，否則一律皆以規定基本配備為限，逾時不候。 
 

組別： 
組員： 
聯絡電話： 
 
電力增加：(請說明原因) 
 
 
桌數增加數目：(請說明原因) 
 
 
系辦提供給每一組別之基本配備： 
每一組別 
 基本用電量 3 安培/110V(一般 PC 耗電量最大約 2.5 安培)。 
 海報展示板(直式)：96CM(寬)*146CM(長) 
 展示桌範圍大小-二組共用一桌：60 CM(寬)*180 CM(長)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系辦 蔡小姐 分機 62500-12 
--------------------------------------------------------------------------------------------------------------------- 

大學專題網路線/實體 IP 申請表 

請於 112/5/22(一)前提出申請，否則一律皆以規定基本配備為限，逾時不候。 
 

組別： 
組員： 
聯絡電話： 
 
所需網路線之數目： 
 
所需實體 IP 之數目：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網路助教 
林亭伃(網路助教) ting2313@gmail.com 分機 62520-1004  蔡孟勳老師實驗室 

陳亮瑋(網路助教) chenlw@locust.csie.ncku.edu.tw 分機 62520-2303 黃崇明老師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