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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資訊學院畢業專題成果展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0 月 29 日(五) 中午 12:10 

地    點：主顧 115 

報    告：薛新光、邱宜萱 

出席人員：資訊學院畢業專題各組組長或專題代表 

記    錄：薛新光 

 

討論事項： 

一、 活動流程： 

 

      110 年 12月 23 日舉辦  2021 資訊學院畢業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8:00-09:00 報到及展場佈置 主顧樓大廳 

09:10-09:30 開幕剪綵 主顧樓大廳 

09:30-12:30 隊伍成果展示與評審 
主顧222、主顧224、 

主顧107、主顧306 

12:30-14:00 展覽(含中午用餐) 

14:30-15:00 頒獎(準備入場) 主顧樓大廳 

15:00-15:30 競賽成果頒獎 主顧樓 115 

15:30-16:30 抽獎活動 主顧樓大廳 

16:30 賦  歸 

 

1. 專題競賽與成果展同一天舉行。 

2. 畢業專題競賽預計分 4 組，於專題口試結束後，主辦單位會召開籌備委員會進

行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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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金及獎項：學院獎(4000 元)、金牌(3000 元)、銀牌(2000 元)，銅牌(1000 元)各

1 名、佳作若干名。 

4. 參加競賽的畢業專題組別，將請學生上傳至競賽雲端空間： 

 成果摘要  

 成果報告書(PDF 檔) 

 成果影片檔(3~5 分鐘) 

 

二、 專案實作(二)成績評定： 

 

1. 資管系  

口試：50% 

成果展參與狀況：10 % 

指導老師給分：40% 

 

2.資工系 

第二次專題口試：40% 

專題成果展表現：10% 

資料繳交與系統安裝：10% 

指導老師評分：40%  

 

3.資傳系 

口試：50﹪ 

成果展參與狀況：20﹪ 

專題課程表現：10﹪ 

指導老師評分：20% 

 

三、 表格繳交時間與注意事項： 

1.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一) 17:00 前繳交「資訊學院畢業專題-摘要表」文件(如附件一)

至資傳系辦公室(主顧 410)，文件記得請老師簽名，並將摘要表之 Word檔與圖檔

(專題代表圖)，email至 ccipublish@gmail.com。 

註：有部分專題組繳交摘要表及專題代表圖，若有需要修改題目或內容，email 至

ccipublish@gmail.com，請說明更新部分。 

2. 成果展為專案實作成績中之一部份，所有專題組別皆要參展並參加會議。 

3. 各系學生請依自己系上訂定畢業專題審查辦法，繳交畢業專題相關文件。 

 

四、 畢業專題競賽時間表： 

 

  

mailto:email至cciproject@cs.pu.edu.tw
mailto:email至cciproject@cs.pu.edu.tw
mailto:ccipublis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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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專題競賽時間表 

時間 活動 備註 

12/06(一) 
至資院公告系統查詢競賽編組、上傳專題檔案之

雲端網址 

 

12/08(三) 

中午 12:00 前 

上傳相關專題檔案，以供評審事先瀏覽。須上傳

之專題檔案如下：  

(1) 專題摘要 

(2) 專題成果報告書(轉成 PDF 檔) 

(3) 專題影片檔(3~5 分鐘) 

 

12/21(一) 

中午 12:00 前 

Mail 競賽上台報告之簡報檔

(yhchiou@gm.pu.edu.tw) 

信件主旨：競賽分組編號+專題名稱 

 

12/22(三) 

15:30~17:00 

競賽測試機器、測試簡報 1. 地點：主顧樓大廳 

2. 會場備有長桌、桌巾、電源

線、無線網路，其他設備請

自行準備。 

12/23(四) 

09:30~14:00 

舉行競賽 

分為上台進行簡報與主顧樓大廳展示 

 

時間 活動 地點 

08:00~09:00 

確認簡報檔案 主顧 107 

主顧 222 

主顧 224 

主顧 306 

各組設置展覽攤位 主顧樓大廳 

09:00~09:30 
開幕 主顧 115 

09:30~14:00 

各組進行簡報 

(開放外賓聆聽) 

主顧 107 

主顧 222 

主顧 224 

主顧 306 

作品展覽解說 主顧樓大廳 

14:30~15:00 
撤展 主顧樓大廳 

15:00~15:30 
競賽成果頒獎 主顧 115 

 

1. 簡報報告方式：每組將有 2

位評審共同評分，每隊時間

限制為 10 分鐘，其中 5 分

鐘報告及展示(響鈴即停止報

告)，5 分鐘評審發問，時間

皆由評審助手的計時器控

制，每 5 分鐘響鈴(會場開放

聆聽)。 

2. 09：30 ~ 14：00 各組評審會

至主顧大廳確認各組展示作

品，攤位務必隨時派人解說

作品。 

3. 專題競賽名次與獎項： 

 學院獎：每組 1 名，獎金

4000 元、獎牌及獎狀。 

 金牌獎：每組 1 名，獎金

3000 元、獎牌及獎狀。 

 銀牌獎：每組 1 名，獎金

2000 元、獎牌及獎狀。 

 銅牌獎：每組 1 名，獎金

1000 元、獎牌及獎狀。 

 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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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年 資訊學院畢業專題-摘要表 

所屬實驗室：             (註:資傳系免填此項)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組員名單： 

專題網址：  (註:沒建立網站者，免填寫) 

組員 Gmail信箱：[1~2個]     (註:請勿填-學校信箱:sxxx@pu.edu.tw) 

成果摘要：[限 200字以內] 

關 鍵 字：[2~3個] 

 

專題代表圖： 

( 圖檔尺寸─寬 3.5*高 2.7cm，解析度至少 300dpi。請輸出為 jpg或 png檔案格式， 

檔案名稱:請以專題名稱命名) 

 

 

指導老師 簽名                        

 

 

 

 

◎繳交內容： 

1.紙本：本表單必須有指導老師簽名，交至資傳系辦公室（主顧 410）。 

2.電子檔：本表單的 Word 檔與(專題代表圖)圖檔，email 至 ccipublish@gmail.com 

◎繳交期限：2021 年 11 月 15 日(一) 17:00 前，逾期不收。 

◎未按規定繳交者，視同自動放棄收錄於「2021 資訊學院畢業專題成果展手冊」的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