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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三所學校為整合資源，發揮互補性，自民

國 97 年起召開多次籌備會議，積極協商籌組大學系統。100 年 2 月 14 日經教育部核定

成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並設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國際事務、圖書與資訊七

組進行合作交流，101年新增體育組。 

首屆系統校長由國立臺北大學侯文崇校長及接任之薛富井校長擔任 ，101年由臺北

醫學大學閻雲校長接任第二屆系統校長，102 年由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接任第三屆

系統校長。102年持續穩健地運作各組業務，更首次共同舉辦「北鼎聯賽」，透過合作辦

理運動競賽，創造三校學生交流的機會。 

貳、 各組成果報告  

一、 教務組 

(一) 跨校修讀輔系及雙主修 

本校為開拓學生學習視野，並促進校際合作，已於 101年 7月 2日與臺北聯大

系統學校（臺北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簽訂合作協議，三校學生符合擬申請學校規

定之資格者，得至臺北聯大系統學校加修性質不同之學系為輔系或雙主修，自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 

102學年度第 1學期三校學生跨校申請修讀輔系及雙主修人數如下：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大學 3人，至臺北科技大學 4人。 

 臺北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 1人。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大學 1人。 

 雙主修：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大學 2人，至臺北科技大學 2人。 

 臺北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 6人。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大學 1人。 

三校申讀學生以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人數最踴躍，另就申請系別情形而言，臺北

大學學生集中於本校工業設計系及建築系，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則分佈於資訊、電子、

工設及電機等系。由於三校設立之系各有領域，因此有利學生跨校跨領域的學習，

以培養第二種專長，增加未來職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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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際選課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臺北大學聯合系統」台北醫學大學開放 31門通識課程，

國立台北大學開放 35門通識課程，本校開放 48 門通識課程，供三校同學辦理校際

互選。 

跨校通識選課 單位:課程數 

三校/學期 101-2學期 102-1學期 

本校 40 48 

台北大學 33 35 

台北醫學大學 30 31 

   
自 101學年起，鼓勵三校專業課程互選，學生選讀日間部大學部課程免學分費

互惠機制。 

跨校通識課程選課 單位：人次 

三校/學期 101-2學期 102-1學期 

本校→台北大學 0 0 

台北大學→本校 25 41 

台北醫學大學→本校 13 21 

本校→台北醫學大學 4 6 

 

跨校選課(專業課程) 單位：人次 

三校/學期 101-2學期 102-1學期 

本校→台北大學 10 8 

台北大學→本校 9 8 

台北醫學大學→本校 3 8 

本校→台北醫學大學 1 0 

 

(三) 數位教材分享 

為落實教學資源共享理念，本校建置「數位北線」開放資源平台，分享本校教

師製作之開放式數位教材，同時精選呈現 TED、Youtube及 iTunes U等知名平台影

音資源，希冀學生透過平台的轉介，認識多元化的資源媒介，並將資源有效納入自

我學習的策略。目前本校以自適應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原則重新建

置平台架構，以因應多項數位載體（電腦、平板、手機）提供平台最佳瀏覽介面。 

(四) 圖書資源共享聯盟 

北區圖書資源共享-代借代還與雲端電子書服務業於 101年 4月正式啟用，國立

臺北大學於 102年 2月加入聯盟，102年度圖書代借代還之總量為 8,299件（其中

臺北大學之借閱量為 496件），雲端電子書之總閱讀次數為 95,428次，敬請續予推

廣，以嘉惠所有夥伴學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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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組 

(一) 新才子佳人三校踢館戰 

指導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學會 

協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學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學會、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土木系學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學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系

學會 

藉由舉辦才子佳人才藝表演之目的，培養台北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新 E 世代才

子佳人，創造新一代才華洋溢的才子佳人，提升同學活動之參與率，發掘台北聯合

大學系統學生之潛能與創意，使台北聯合大學系統全體同學動起來，發揮特長，創

造活力。 

 活動目的 

 提供一個自由展現的舞台，挖掘出台北聯合大學系統學生中，外在修養與內

在涵養兼具之才華男女，秀出新世代青年學子的自信美以及個人多方面的才

華。 

 藉由正規的選拔活動，參賽者可從中學習禮儀、說話技巧、儀態以及面對群

眾時的應變能力。 

 培養學生清新之氣質、運動家風度、親和力及內涵。 

 帶動同學之熱情，激發學校活力之風氣，進而推展本校聲譽。 

 活動日期 

 初賽－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號，星期二晚上六點 

 決賽—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號，星期三晚上六點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正館 

 活動流程： 

 4月 25日〈初賽〉： 

時間 活動內容 

18：00 開場 

18：10 主持人介紹來賓及評審 

18：15 開場表演 

18：20 前半段參賽者 SHOW TIME 

19：40 中場休息 

19：50 後半段參賽者 SHOW TIME 

20：50 計算成績，評審講評 

21：00 成績揭曉，公佈入圍名單 

21：10 主持人宣佈決賽時間，初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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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5日〈決賽〉：入場時有發抽獎卷之抽獎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18：00 開場 

18：10 主持人介紹來賓及評審 

18：30 師長致詞 

18：40 上半場參賽者 

19：50 中場休息 

20：00 下半場參賽者 

21：10 評審講評 

21：30 頒獎 

21：40 抽獎活動 

22：00 活動結束 

 決賽賽程及得獎名單： 

表演

排序 
姓名 學校 表演項目 表演內容 得獎 

1 許守共 北科 那些年 自彈自唱 台風穩健獎 

2 曾敏芳 北科 看了就知道 跳舞 唱歌 
 

3 陳永康 北科 卡轟 solo秀 卡轟表演 最佳才藝獎 

4 籃苡瑄 北大 魔幻舞姬 
 

佳人獎 

5 周琬庭 北醫 真珠美人魚之邂逅 Dear Jewel Star 
 

6 王詠萱 北醫 愛情動作片 武打 
 

7 黃俊富 北科 才子佳人 唱歌 彈琴 演奏 
 

8 吳昱淳 北科 哇尬意自彈自唱 ㄏ勝 
就算數位電路期中考 12 分

還是要向前行 
才子獎 

9 管易昀 北科 RAP 耍帥 最佳口才獎 

10 林俊榮 北科 story of a lonely guy 唱歌跳舞 
 

11 鄭安志 北科 紅指甲女子 唱歌 吸睛造型獎 

12 曾昱愷 北科 神阿，救救我 唱歌 
 

13 王昱 北醫 化學物 X 電吉他組曲 
 

14 王志瑜 北科 我溫柔，但是海盜 
李聖傑-最近+ 海盜舞) 

+ Popping Solo(Ending)  

15 鄭仁安 北科 肥安與他的好朋友 跳舞加上唱歌 
 

16 李斯帖 北科 唱歌、唱歌、還是唱歌 XD 唱歌 當紅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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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況：參賽人數：54人、觀眾：1200人、工作人員：50人 

 籌備時程表： 

 3/17~ 

3/23 

3/24 ~ 

3/30 

3/31 ~ 

4/6 

4/7 ~ 

4/13 

4/14 ~ 

4/20 

4/21 ~ 

4/23 

4/24~ 

5/4 

5/5~ 

5/11 

5/12~ 

5/15 

初賽海報設計 
         

宣傳影片拍攝 
         

企劃書完成 
         

動宣、報名 
         

報名表統整 
         

公布參賽者順序 
         

行前會、跑流 
         

初賽 
         

決賽宣傳、抽獎券發放 
         

決賽 
         

 執行概況： 

    為鼓勵台北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能展現自我才藝，本校經管系及其他五系於 5

月 15日在本校中正館辦理第二屆「新才子佳人-三校踢館戰」，除了北科大的同

學有參與這次的比賽外，還邀請了台北醫學大學及台北大學的同學共襄盛舉，一

同較勁。 

    今年共有 38位參賽者出席這場競賽活動，其中有 16位同學進入到 5月 15

日的決賽，最後本次才子由本校機械系吳昱淳同學獲得，佳人則由北大籃苡萱同

學獲得，個個參賽選手也不遺餘力地去爭取台下觀眾之掌聲。 

    活動當天，台北科大林副校長到場勉勵同學平時除了用功於課業之外，應當

也要培養一些興趣，讓自我的性格更進步。 

    新才子佳人-三校踢館戰為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共築交流橋樑，更引起同學們

對於學校公共活動的熱情參與，更造就了活力及創意十足的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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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文宣及海報設計： 

  

初賽海報、DM正面 決賽海報、DM正面 

  

初賽 DM反面 決賽 DM反面(獎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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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決賽活動前： 

1. 廠商遲到，約定時間要提前 

2. DV沒有借到 3台，要提前確認 

3. 對講機歸還有損壞，應事前清點，使用後要再確認 

4. 彩排 DELAY，廠商來的 PA大哥一直消失，應事前約定好 

5. 事前未通知參賽者應做甚麼，應上台前講清楚 

6. 場地與社團(劍道社)相衝突，需事前登記 

 決賽活動中： 

1. 音樂跟影片沒聲音，檔案需要重複確認 

2. 開場 DELAY，總場控指令要明確 

3. 開場有問題，總場控需要確認各場控 OK再開場 

4. 音響一直爆音，音控素質要高,跟廠商特別說明活動重點要求(音樂敏感度

要高一點等) 

5. MIC拿的順序不對,數量不夠，應請廠商多出幾支 

6. 頒獎前參賽者還在二樓，頒獎前應請參賽者先下一樓 
 

 決賽活動後： 

1. 不知道如何場復，應提前詢問下個活動負責人是否會用到器材和椅子 

2. 失物招領方式不完善 

 活動照片： 

 場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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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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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現場 

  



10 

  

  

(二) 御見神攝手 

指導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攝影社、臺北大學課程組 

 活動目的：「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為響應綠色環保，同時促進三校學生交流，為

此希望能藉由此次攝影大賽發現校園中的綠色之美，喚醒大家心中的綠色種子。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04 月 24 日 - 102 年 06 月 02 日 

 活動地點：三校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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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組/人數： 

學校 報名組數 參加人數 

北科 19 14 

北大 34 2 

北醫 11 2 

總計 64 18 

  活動名次: 

名次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獎金 

第一名 北大 陳建安 十番目之浪擲 3000元 

第二名 北科 謝承翰 原來微笑這麼簡單 2000元 

第三名 北大 張柏宥 清溪紅衣 1000元 

佳作 北醫 劉增駿 漩渦  600元 

佳作 北科 王昱傑 奔向未來  600元 

 人氣王： 

名次 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獎品 

第一名 北大 陳建安 十番目之浪擲 

5600mAh行動電源 第二名 北科 謝承翰 原來微笑這麼簡單 

第三名 北醫 林庭鈺 夜鐘 

 籌備行事曆： 

03/07 御見神攝手第一次籌辦會議 

03/14 御見神攝手第二次籌辦會議 

03/21 御見神攝手第三次籌辦會議 

03/21~03/31 

總副召接洽三校整合組(土木系)，請另外兩校之

攝影社及其指導老師擔任評審；事務組負責本校

評審，並洽談可能藝文中心展出得獎作品。 

04/22 御見神攝手第四次籌辦會議 

04/24~05/03宣傳期 

美宣組、活動組負責事先構想大致宣傳內容，總

副召呈報給空前絕後宣傳組(資工系)。事務組及

宣傳組負責校內活動宣傳事務(例如張貼海報)。 

04/29~05/17各校交件 事務組負責本校交件整理事務。 

05/18~05/21各校彙整交件 
各校繳交各校之文件後，總副召、秘書、活動組

負責各校交件整理事務。 

05/22~05/30 人氣王評分(23:59投票截止)事務組於活動前先

架設粉絲專業，照片一次上傳後，開放點讚投票。 

05/30 人氣王投票結果出爐 

05/27~05/31 
神攝手評分(30號公佈成績) 事務組在期限內，請

評審老師評分，並記錄其結果，準備公告名次。 

06/02 神攝手結果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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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概況： 

    本此活動以綠色校園為主題並特以三校校園為主軸，除凸顯發現校園之美，

更為在這高度智慧型產品蓬勃發展的世代，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漸漸的局限於幾

吋大的手機螢幕，和環境的聯繫時，打開許久未敞開心胸去接觸大自然，讓有著

魔法的攝影師帶我們穿越水泥叢林，回到大家心目中的桃花源。 

    在經過 20天收件、9天的網路票選及 4天的專業老師評審後於 102年 6月 2

日神攝手出爐，由北大陳建安同學獲得，活動在大自然的饗宴中畫下完美句點。

特別感謝三位評審：北科：莊粵盛老師北大、林裕山老師、北醫：陳重仁老師。 

 文宣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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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優點： 

1. 面對一開始報名件數少能有適當處理方法。 

2. 工作分配妥當，能發揮團隊最高效率。 

 待改進之處： 

1. 宣傳成效不高，導致報名延後一周。 

2. 學校經費申請流程不熟悉。 

3. 個人報名件數太多。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1. 報名人數與原定計畫不符。 

 改進意見： 

1. 校方經費申請流程繁雜，應熟習流成。 

2. 限定個人報名件數，避免不公平。 

 得獎作品: 

 

[神攝手] 第一名-北大陳建安 作品十番目之浪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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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攝手] 第二名-北科謝承翰 作品原來微笑這麼簡單 

 

 

[神攝手] 第三名-北大張柏宥 作品清溪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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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攝手] 佳作-北醫劉增駿 作品漩渦 

 

 
[神攝手] 佳作-北科王昱傑 作品奔向未來 

 

(三) 酌樂–三校聯合音樂晚會 

指導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賦展鋼琴社、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協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劍虹口琴社、管弦樂社、采音吉他社、玉虹國樂社、 

親善大使團、臺北醫學大學鋼琴社、管樂團、吉他社、臺北大學晨星鋼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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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與及臺北醫學大學三校共組的「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交流，並從籌辦過程相互分享，經驗學習，擬訂於 101學

年度第二學期舉辦「三校聯合音樂晚會」。 

 活動目的： 

 帶給全體師生對音樂的另一番認識。 

 增進三校社團的凝聚力，藉由交流學習彼此的優點。 

 從籌辦過程中，在跨社團與跨校的磨合中學習溝通與協調。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 18：30 ~ 21：00 

 活動地點：臺北科技大學 中正館 

 活動流程及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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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8：30 ~ 18：55 
賓客入坐 

主持人介紹本次活動 
18：55分準備，19：00開場 

19：00 ~ 19：40 上    半    場 

北科鋼琴 李佳 
Mozart piano sonata kv281 mov.1&3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北科口琴 涂建廷&北大鋼琴 
黃慶玲 他夏了夏天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譜架*1 

北科鋼琴 林鈺婷 & 北大鋼琴社 丁怡嘉 
A Whole New World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北醫吉他  
周揚、柯融、賴昱帆 
蔡季霖、何宥辰、許哲綸  
麋人 

Mic*1 
Mic架*1 
吉他*1 
卡轟*1 （收音 mic*2） 
鈸*1 （收音 mic*1） 
口風琴收音 mic*1 

北科鋼琴 林依旻 & 北大鋼琴  李爵伶 - I 
AM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北科口琴 涂建廷 & 北醫鋼琴 徐子圓 
送行者 禮儀師的樂章   

麥克風*2 
麥克風架*1 

北科國樂 黃詠奕 
雨後庭院   

麥克風*6 
麥克風架*6 
譜架*8 

北科管樂 - 創世紀 centuria 
麥克風*5 
麥克風架*5 
譜架*20 

北科管樂 鍾名凱&北醫鋼琴  
陳旻岑 Maple Leaf Rag  

麥克風*2 
麥克風架*2 

19：40 ~ 19：50 中場休息 依實際狀況調整 

19：50 ~ 20：45 下    半    場 

北醫管樂  

吳乙芹、李昱佐、陳于雯、莊佩琪 
龍貓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譜架*4 

北科吉他鄭安志、陳永康、張志維 
北醫吉他 彭姿瑄、范之仲、黃巧芸 

北科鋼琴 高崇皓 
還剩下什麼 

吉他 LINE IN*2 
爵士鼓*1（已跟管樂借
用） 
mic*2 
mic架*2 
BASS LINE IN*1 
鋼琴收音*1 
椅子*3（加鋼琴椅） 

北科鋼琴 李冠論 
北醫鋼琴 吳宛儒 
Love story   

麥克風*1 
麥克風架*1 

北科口琴 涂建廷 
北科國樂林儒帝 
北科鋼琴 林于稔 
魔法公主   

麥克風*3 
麥克風架*2 
譜架*2 

北科吉他 
林郁融、鄭安志、吳昱淳、莊景翔 
真心英雄 

吉他 LINE IN*2 
金盃收音*1 
mic*4 
mic架*4 
椅子*3 

北科鋼琴 黃俊富 余建宏 & 
北醫鋼琴 喻楚華 - 屋頂 & 修煉愛情 remix  
4  

麥克風*4 
麥克風架*1 
譜架*1 

20：55~21：00 拍照 全體參與人員合照 

21：00- 場復 全體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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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形：參加人數約 359人(觀眾：約 270、工作人員：31、表演者：58

人) 

 籌備行事曆： 

2013.1.18 決定總、副召。 

2013.1.19 決定將活動與「空前絕後—樂」合辦。 

2013.2.08 籌劃活動，並撰寫企劃。 

2013.2.01~30 聯絡三校社團，並確認進程及目標。 

2013.3.26 社團會議-說明本次活動內容，討論，提出異議，

並且決定活動各部份負責人及工作人員。 

2013.4.02 社團會議-合作社團說明，場佈討論，活動海報討

論。場佈籌備開始、曲目報名開始，海報徵稿。 

2013.4.09 社團會議-場佈進度討論，活動問題討論，海報確

定。 

2013.4.13 合作社團進度確認，海報送件印刷。 

2013.4.16 活動宣傳開始。 

2013.4.18 社團會議-場佈進度討論，活動問題討論，活動詳

細內容定案，活動節目單討論。 

2013.4.20 各合作社團第一次進度驗收。 

2013.4.23 社團會議-場佈第一次驗收，活動問題討論活動節

目單確定，節目單印刷。 

2013.4.27 合作社團負責內容總驗收。 

2013.4.30~5.11 活動宣傳 

2013.5.08 社團會議-場佈總驗收，活動前最後討論。 

2013.5.15 活動日 

2013.5.18 社團會議-活動檢討。 

 執行概況： 

    臺北科技大學林啟瑞副校長特地出席晚會，共同歡迎臺北大學、臺北一學大

學與會師生，期待透過校際合作，讓三校熱愛音樂的學生能互相交流，一同享受

舞臺。 

    酌樂、卓越，由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賦展鋼琴社、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主辦，三校音樂人共同演奏。「每首曲子都有跨校的合作，達到實質上深刻的交

流！」這樣的宏願自今年一月開始籌備，歷經四個月無數的洽談、各式曲風的嘗

試、多種樂器的配合與每個閒暇時刻的練習，不只造就令人心醉的夜晚，更譜出

嶄新的一頁，也摒棄純粹的表演而重新詮釋了「聯合音樂」的定義。 

  在這場音樂饗宴中，三校共飲了這杯由音樂釀的酒，聽眾如癡如醉，其中以

這幾首最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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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科賦展鋼琴社&北醫鋼琴社 – Love Story / Andy Williams 

 北科劍虹口琴社&北大晨星鋼琴社 –他夏了夏天 / 蘇打綠 

 北科采音吉他社、賦展鋼琴社&北醫吉他社 – 還剩下什麼 / 羽泉&蘇慧倫 

 北科管弦樂社、北醫鋼琴社 – Maple Leaf Rag / Scott Joplin 

  北科賦展鋼琴社&北大晨星鋼琴社 – A Whole New World / 迪士尼阿拉丁 

    而當中《真心英雄》一曲代表北科同學的赤誠，為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共築交

流的橋樑，更引起恢弘的共鳴。總計 16首的經典名曲，從古典、民謠、動畫、

電影到流行，囊括吉他、國樂、口琴、管樂與鋼琴，從唇輕觸酒杯開始，獻上最

雋永的演出，最後在微醺中我們聽見豐富的曲風、跨校合作的驚喜，化下完美的

句點。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曲目單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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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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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活動前籌備： 

1. 行前會時間太晚發佈 

2. 中正館太晚借，活動在星期一舉辦可能影響觀眾人數以及為了隔日周會排

椅子影響場復時間，盡量以周三周四為佳工作人員及表演者領便當秩序混

亂，應事先確認名單且安排一個各單位各組統一領取，避免便當需求數量

臨時增加卻又有便當剩餘現象發現活動會場燈光黑暗，原先要用的有色糖

漿顏色呈現效果不佳，且有一瓶已過期因此決定不添加有色糖漿。 

3. 場佈道具太晚送件導致活動當天才送到，影響彩排時間、秩序、人員分配

等，活動場佈長應事前定下當日場佈每節時間進度並告知。 

4. 因三校社團合作，應直接印譜給表演者而非傳電子檔；表演者練習時間不

夠，在印製曲目單前應確認表演者練習情形才送印。 

5. 三校合作目的在於交流，因此他校表演者來練習時不宜淨空社辦社員 

6. 應更提早給主持人他校曲目介紹 

7. 可提前一天跑過一次流程 

 活動當天籌備： 

1. 社員應守諾，當日場佈人員到場不確實、不準時 

2. 表演者表演前也應下場幫忙 

3. 器材部分，應多找各社團的器材長等熟悉燈光音響的同學 

4. 地燈燒壞且無備案方法導致外場場佈昏暗 

5. 應使用椅子或紅龍擋住紅椅區 

6. 最後大合照有事先跑過流程成效良好 

7. 應安排社員接待校外社團社員及表演者 

 活動中： 

1. DV活動中兩次當機，應考慮兩台備用並更提前測試，下次活動可考慮整場

接電源線。 

2. 因需要已經熟悉燈光音響人員，機動組組長都被調派到器材組導致新手無

法學習，且無人指揮機動組；器材長應主動要求讓新手有機會學習。 

3. 主持人麥克風改成固定架放在主持台為佳。 

4. 煙霧不應在演出中途噴放以免驚嚇表演者、影響表演者視線。 

 活動後：活動隔日器材歸還人員應事先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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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臺北科大 林副校長 

 

北科口琴  涂建廷、北大鋼琴  黃慶玲 - 他夏了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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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四)  海賊逃走中 

指導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 

為凝聚「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之向心，促進學生交流，藉由三校聯合所舉辦的

活動，來增進彼此感情，並以舉辦闖關遊戲之方式，讓校園增添更多活力和創意。 

 活動目的：此次活動以創新為目的，設計為仿造電視節目製作模式，跳脫一般活

動的思維，雖參考模仿電視節目<全員逃走中>方式，但加入日本知名動漫<航海

王>元素，創新度高。活動過程使用 DV與攝影器材進行活動紀錄，仿製電視節目

<全員逃走中>，將其設計成電視節目，共拍攝 3 季影片劇情，提升節目收視率，

製作後影片透過網路將節目播放，藉此提昇三校知名度與曝光度，同時創作新型

大學時期學生活動。  

 活動日期：102年 6月 2日 (星期日) 

活動時長 1.5小時，將錄製 3季 

第一季 10:30~12:00 

第二季 13:30~15:00 

第三季 16: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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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臺北市花博公園(新生園區)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08:30 MC 

09:00 執行集合 

09:20~9:40 工人集合 

09:40 開始集合 

09:55 集合完畢 

09:55~10:05為整對時間 整隊 

10:05~10:30 規則說明 

10:30~12:00 PLAY1 

12:00~12:30 執行頒獎  工人休息 

12:30~12:40 工人集合 

12:40 開始集合 

12:55 集合完畢 

12:55~13:00 整隊 

13:00~13:30 規則說明 

13:30~15:00 PLAY2 

15:00~15:30 執行頒獎  工人休息 

15:30~15:40 工人集合 

15:40 開始集合 

15:55 集合完畢 

15:55~16:00 整隊 

16:00~16:30 規則說明 

16:30~18:00 PLAY3 

18:00~ 執行頒獎  工人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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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形：參與人數：工作人員：80人、參加者：300 人 (招收至 320 人，

於活動當天實際出席 303人) 

 關卡設計行事曆： 

時間 事項 備註 

2013/3/28 關主配對完成，並知道自己是第幾關 請多和雙方熟識、討論。 

2013/4/8 第一次關卡審核 關卡時間長度盡量於 20分鐘左右。 

2013/4/10 第二次關卡審核  

2013/4/11 開會日，各關主上台報告自己關卡內容 

請各關主將自己的關卡內容詳細打

成電子擋，標註第幾組、關主名子，

上傳至 fb關主社團 

2013/4/22 關卡企劃網路回報 關主長負責 

2013/4/30 看關卡道具進度 每一關約會有 400元可使用。 

2013/5/15 關卡道具成品完成  

 執行概況： 

 活動形式 

    比照全員逃走中遊戲方式進行，利用分組競賽增加三校學生之默契及感情，

利用不同的關卡炒熱氣氛，利用簡單的場地營造出別於以往的的感覺。 

    《全員逃走中》為一街頭生存遊戲，參與遊戲的「逃亡者」必須在一定限時

內，在製作單位所劃定的場地中，躲避「獵人」的追捕。成功躲避追捕可獲得獎

金，被抓到則獎金歸零。遊戲過程中會不時穿插任務，增加遊戲的難度及趣味性。

全員逃走中的製作單位，利用清晨人少的時段，租借主題公園來進行拍攝，而這

也形成為全員逃走中的一個主要的特色。 

 

 

 

 

 

 

 

 

    此次活動改編電視節目《全員逃走中》，主題改為《航海王》，<獵人>的角色

改為<海軍>，<逃亡者>的角色改為<海賊>，增添遊戲的趣味性，而這次的創新活

動也在三校同學的歡笑聲中滿載而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5%AD%98%E9%81%8A%E6%88%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9%A1%8C%E5%85%AC%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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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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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LOGO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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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宣傳： 

    統一於報名期間前報名，完整填寫報名表之表格與繳交報名費，並且等候通

知，其餘訊息將會更新於 Facebook北科大全體學生。 

 

 

 

校名 報名開放時間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5/15(三)~5/29(三) 

國立台北大學 5/15(三)~5/29(三) 

國立台北醫學大學 5/15(三)~5/29(三) 

 

 線上報名表 

 

 

 

 

 

 

 

 

 

 

 

 

 

 

 宣傳短片 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BFlG14GNv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BFlG14GN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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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內容設計: 

1. 綠圖     

2. 北科北大北醫的校徽 

          
3. 空拍花博(找網路)(2秒) 

4. 三個海軍走入花博 (從背面拍)(2秒) 

5. 腳下拍海軍走路(2秒) 

6. 黑幕(0.5秒)，加字“NAVY”(1.5秒) 

7. 魯夫優閒躺在草地上蓋草帽(專業技術人員調焦距)(5秒) 

8. 黑幕(0.5秒)，加字 ”PIRATE”(1.5秒) 

9. 魯夫帽子被吹走(拉線，沒辦法就拿起)(3秒) 

10. 魯夫視角_從模糊到清晰看海軍(3秒) 

11. 海軍視角_看到沒人>看到魯夫對眼>閃過看到沒人>看到魯夫逃跑(5秒) 

12. 加入 “2013/6/2”<約 1.5秒>( Immediate Music - Redrum) 

13. 長官指揮海軍抓人(一個海軍追上)>右側，海軍抓人(另一海軍追上)>左側(5秒) 

14. 海軍跑 抓海賊(3秒) 

15. 加入 字”21TH CENTURY NTUT VE&CE PRESENTS ” 

16. 海賊躲 很喘(3秒) 

17. 加入字 “ORIGINATED FROM ONE PIECE”<約 2.5秒> 

18. 海軍抓到海賊被淘汰(3秒) 

19. 加入字 “ORIGINATED FROM RUN FOR MONEY”<約 2.5秒> 

20. 單拍寶藏(2秒) 

21. 加入字”TOTAL NT30,000” 

22. 從寶藏前面拍攝，海賊被海軍追即將被抓到(後製放慢)<7秒> 

23. 海賊玩之偉大航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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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檢討 

1. 同一區域的海賊不宜太多 

2. 海軍及隨隊數量過少，導致三季活動體力較不足夠 

3. 各隊衣服可以統一顏色 

4. 動線要做的更加清楚 

5. 關卡區為補給站，但運輸有問題，要加派人手在運送物資上 

 建議 

1. 下次可舉辦”進擊的巨人逃走中” 

2. 關卡內容有以主題下去做設計較為好玩。 



 

 活動剪影： 

 

活動宣傳照 

 

活動宣傳照 

31 



32 

 

活動宣傳照 

 

活動宣傳照(後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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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追逐中畫面 

 

海賊追逐中畫面 

(五) 北鼎聯賽 

指導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系學會、應用英文系系學會、材料及 

          資源工程系系學會、文化事業發展系系學會、土木工程系系學會、  

          經營管理系系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為了追求大學的競爭力與發展，同時善用臺灣有限的教育資源，更為了年輕學子

的希望和未來，創造更多的機會。臺北科技大學、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進而於

2009年推動三校資源整合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並於 2011年經教育部正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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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北科、北大、北醫三校由學生發起，為突顯三校特色並搭建起學生間良

好互動橋樑，建立有別以往具指標性活動，進而帶領大學生以榮耀、關心、永續之精

神關心社會，為此特擬定一系列學生活動，更為增進彼此水乳交融，心手相連之合作

向心，辦理「北鼎聯賽-三校爭霸」藉由爭奪桂冠的賽事進行媲美當年梅竹賽之情誼，

增進校與校之間的切磋與情感交流，同時以球會友，使三校間學生相互交流，以達到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合作互助的真諦。 

 北鼎聯賽定名 

「鼎」是古代傳國寶器，是國家的象徵，今日則指稱在各類比賽中擊敗強勁

的對手，奪取了冠軍。 

三足而鼎立，鼎這詞恰好比喻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三校間彼此支撐，相互競技

之榮耀之爭，同時以培育莘莘學子為共同目標齊心努力，經三校學生代表討論後

議定三校聯合競技名為「北鼎聯賽」。 

 活動目的： 

 塑造三校特色性標的 

 促進三校學生互動與交流 

 激發各校學生團結與榮耀意識 

 提倡學生永續發展之精神 

 活動日期及地點：102年 10月 1日~102年 11月 17日 

 北鼎聯賽競賽類別及內容： 

 球類競賽：籃球、排球、羽球、桌球、足球 

 創新競賽: 北鼎魁地奇─驚嘆球，仿製魔法世界中，搜捕手追捕急速飛行的

金探子，追捕成功，攔截得分之比賽方式！ 

 電子競賽: 線上遊戲(LOL英雄聯盟、星海爭霸、SF特種部隊) 

 北鼎聯賽規劃期程表：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實施方式 

10/1 

10:30-13:00 
開幕記者會 

臺北科大 

中正館籃球場 

1. 開幕記者會 

2. 開幕典禮流程 

3. 3 名籃球國家代表隊球員

參加開幕典禮 

4. 開幕球賽 

10/1-12 球類競賽 各校體育館及田徑場 賽程表如附件 

11/9 
電子競賽 (線上遊

戲)決賽 
台灣電競聯盟攝影棚 

依遊戲規則進行；將即時賽況

上傳 youtube 

11/17 創新競賽(驚嘆球) 臺北科大田徑場 
初賽即決賽以 10 隊為限(三

校各需至少派出 2隊參賽) 

11/17 

18:00-21:00 
閉幕式 本校中正館 閉幕晚會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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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球類競賽 

102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北鼎聯賽」學生體育交流活動各項球類賽程總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比賽球隊 成績 比賽地點 組別 

1 102/10/1(二) 11:15 北大─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男籃 

2 102/10/1(二) 18:10 北醫─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女排 

3 102/10/1(二) 19:10 北醫─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男排 

4 102/10/1(二) 20:10 北醫─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女籃 

5 102/10/2(三) 18:10 北醫─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羽球 

6 102/10/2(三) 18:50 北醫─北大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羽球 

7 102/10/2(三) 19:30 北科─北大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羽球 

8 102/10/3(四) 18:10 北科─北大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女排 

9 102/10/3(四) 18:30 北科─北醫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桌球 

10 102/10/3(四) 19:10 北大─北醫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桌球 

11 102/10/3(四) 19:10 北大─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男排 

12 102/10/3(四) 19:50 北大─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桌球 

13 102/10/3(四) 20:10 北大─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女籃 

14 102/10/3(四) 21:10 北醫─北科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男籃 

15 102/10/5(六) 08:30 北醫─北科 ： 臺北醫學大學 足球 

16 102/10/5(六) 10:10 北大─北科 ： 臺北醫學大學 足球 

17 102/10/5(六) 11:50 北大─北醫 ： 臺北醫學大學 足球 

18 10/10/12(六) 09:00 北大─北醫 ： 國立臺北大學 女排 

19 10/10/12(六) 10:00 北大─北醫 ： 國立臺北大學 男排 

20 10/10/12(六) 11:00 北大─北醫 ： 國立臺北大學 女籃 

21 10/10/12(六) 12:00 北大─北醫 ： 國立臺北大學 男籃 

 開幕典禮流程(10月 1日) 

10:30 開幕記者會 

10:35 開幕表演(熱舞社) 

10:40 三校校長致詞 

10:50 三校學生代表致詞 

10:55 北鼎聯賽啟動儀式 

11:10 禮成-開幕球賽 



36 

 電子競賽 

 創新競賽(驚嘆球)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2013/11/17 0930 
參賽選手開放入場 

(開放索取抽獎券) 
 

2013/11/17 10:00 競賽規則說明會  

2013/11/17 1030-1200 上半場競賽  

2013/11/17 1200-13:15 休息時間  

2013/11/17 1315 精彩第一波抽獎活動  

2013/11/17 1330-1630 下半場競賽  

2013/11/17 1630 精彩第二波抽獎活動  

2013/11/17 1710-1740 結算頒獎  

 閉幕 

102年北鼎聯賽閉幕茶會活動程序表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1820 茶會開始  

18:20-18:30 閉幕表演 北科社團表演 

18:30-18:45 長官致詞 三校學務長致詞 

18:45-19:00 三校學生會會長致詞 學生代表致詞 

19:00-19:15 中場表演 北大社團表演 

19:15-19:20 頒獎 創新球頒獎 

19:20-19:30 中場表演 北醫表演 

19:30-19:35 頒獎 電子競賽頒獎 

19:30-19:40 北鼎活動回顧 1 播放北鼎回顧影片 

19:40-19:45 中場表演 北科表演 

19:45-19:50 頒獎 球賽競賽頒獎 

19:50-19:55 北鼎活動回顧 2 播放北鼎回顧影片 

19:55-20:00 頒發感謝狀  

20:00-20:05 傳承儀式 傳承儀式 

20:05-20:10 大合照  

20:10 禮成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2013/11/9 9:00~10:00 

   入場(9:00) 、 

選手報到時間、 

開場(10:00) 

 

 10:00~11:00 英雄聯盟冠軍前賽  

 11:00~13:00 星海爭霸決賽  

 13:00~15:00 SF決賽  

 15:00~18:00 英雄離盟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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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況：參賽人數及觀眾約 2620人次 

 籌備行事曆： 

 開幕 

日期 活動進度 備註 

2013/8/1~2013/8/31 開幕計畫完成擬定、確認 

檢視各項競賽企劃進度 

開幕場地借用協調完成 

邀請貴賓草擬完成 

 

2013/9/2 召集各計畫執行委員確認各競賽完成企劃準備 

分配 10/1日開幕各執行準備工作 

 

2013/9/2~2013/9/30 宣傳組強力宣傳北鼎聯賽  

2013/9/11 邀集友校及相關處室召開 10/1開幕協調會  

2013/9/12 完成開幕表演社團確認  

2013/9/15 邀請確認開幕籃球國家代表隊 4名球星出席  

2013/9/16 完成開幕儀式注酒冰雕訂製  

2013/9/24 開幕預演  

2013/9/24 完成邀請卡印製  

2013/9/25 完成邀請卡寄發  

2013/9/27 公關組發出記者會通知  

2013/9/30 完成場佈並再次確認相關執行細節  

2013/10/1 北鼎聯賽開幕  

 球類競賽 

日期 活動進度 備註 

2013/6/1~2013/7/31 活動企劃書製作 

各項比賽場地確認及完成借用 

賽制確定 

 

2013/8/1~2013/8/31 協請體育組與友校協調比賽時間 

體育組指導完成賽程總表 

活動細流擬定 

企劃書完成 

 

2013/9/1~9/15 邀請並確認開幕球賽指導球星  

2013/9/1~9/20 完成系列賽所需獎盃、開幕賽活動與球星互動用品

及相關球賽所需旗、器具購置及準備 

 

2013/9/1~2013/9/30 配合總召各項宣傳活動  

2013/10/1~2013/10/12 系列賽球賽開打  

2013/11/17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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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競賽 

日期 活動進度 備註 

2013/3/28 第一次籌備會議  

2013/4/4 第二次籌備會議  

2013/4/18 第三次籌備會議  

2013/4/25 第四次籌備會議  

2013/5/1~ 

2013/5/31 

活動企劃書製作 

初賽、決賽場地確認 

賽制時間確定 

 

2013/6/1 找尋遊戲及相關器材廠商贊助 

將活動細流擬定 

 

2013/6/6 企劃書完成  

2013/7/1~8/31 網路宣傳期   

2013/8/1~31 網路報名  

2013/9/16~20 活動宣傳期(北科)  

2013/9/16~20 報名時間  

2013/10/12、20 預賽  

2013/11/9 北鼎電競決賽  

 創新球競賽 

日期 活動進度 備註 

2013/01/03 

第一次籌備會議 

討論各系分組事項 

確定應英系於北鼎競賽裡負責創新競賽 

 

2013/01/06 
第二次籌備會議 

報告初步想法 

 

2013/01/20 
第三次籌備會議 

報告修改過的想法、確定架構方向 

 

2013/02/17 

第四次籌備會議 

確定活動內容、開始進行試玩及規則修改； 

進行系內分組 

 

2013/02/24 
第五次籌備會議 

進行規則修改、及提供不同方案 

 

2013/04/21 

 

第六次籌備會議 

主題確定─北鼎魁地奇--驚嘆球； 

宣傳影片架構確定；初步競賽日期確定 

 

2013/04/28 第七次籌備會議 規劃試玩部分及修改規則  

2013/05/21 第八次會議    系內分組確定  

2013/09/16 第九次會議    重要日程確定；動宣確定  

2013/10/08 第十次會議    規劃宣傳細節  

2013/10/22 第十一次會議   工作人員分配確定  

2013/11/03 第十二次會議   所有籌備完畢；工作人員招募完畢  

2013/11/18 北鼎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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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幕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 4 5 6 7 8 9 

  活動一籌會     

10 11 12 13 14 15 16 

  活動二籌會   活動行前會  

17 18 19 20 21 22 23 

北鼎閉幕式  活動檢討會     

 執行概況： 

    由臺北科技大學首度主辦之「102年度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北鼎聯賽」，於 10

月 1日假臺北科技大學中正館 5樓籃球場舉行開幕典禮，由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

校長主持、致詞，臺北大學黃書禮副校長、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致詞，期間更

邀請東亞運籃球國家代表隊總教練許晉哲、球員曾文鼎、洪志善、呂政儒等 4人

助陣，為此活動揭開序幕。 

    北鼎聯賽共分三大項，系列活動自 10月 1日起陸續舉行球類競賽、電子競賽

及創新競賽，再經過一番激烈的激戰後，最終比賽總積分出爐，臺北科大 22 分、

臺北大學 22分、臺北醫學大學 16分。本屆北鼎聯賽的最後競賽結果由臺北科大

及臺北大學共獲總錦標，臺北大學獲球類總冠軍，臺北科大奪得電子競賽總冠軍。 

    在激烈的競爭中，北鼎聯賽於 11月 17日閉幕，由三校學務長共同主持，典

禮以頒獎、社團表演、學生會北鼎傳承儀式、北鼎聯賽回顧、三校學生會茶敘交

流方式進行，使三校學生會成員充分了解北鼎聯賽宗旨，最後在北鼎聯賽薪火相

傳傳承儀式中交接給下屆主辦學校臺北大學後，劃下圓滿的句點，祝願，北鼎聯

賽天長地久，我們相約明年再見。 

102年北鼎聯賽各項競賽成績 

 項目         學校 北科 北大 北醫 備註 

男籃 冠軍 亞軍 季軍 

球類總錦標:臺北大學 

女籃 季軍 冠軍 亞軍 

男排 亞軍 冠軍 季軍 

女排 季軍 冠軍 亞軍 

羽球 季軍 冠軍 亞軍 

桌球 冠軍 亞軍 季軍 

足球 冠軍 亞軍 季軍 

球類總積分 14 18 10 

星海爭霸 亞軍 季軍 冠軍 

電競總錦標:臺北科大 
英雄聯盟 冠軍 季軍 亞軍 

SF-特種部隊 冠軍 亞軍 季軍 

電競總積分 8 4 6 

創新競賽 不列入績分 *兩校報名組數過少 

總積分 22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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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鼎聯賽-積分計算方式: 

       北鼎聯賽競賽部分分為:球類競賽、電子競賽、創新競技 

       球類競賽分為以下:男籃、女籃、男排、女排、羽球、桌球、足球(七項) 

       電子競技分為以下:英雄聯盟、SF、星海爭霸(三項) 

       創新競賽(一項) 

       共為十一項競技項目，每一項冠軍為 3分、亞軍 2分、季軍 1分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開幕 truss 

 

 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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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粉絲專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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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通知: 

發佈日期：2013.9.27 

今年最強校際競賽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北鼎聯賽」登場 

三校球類校隊開打 亞錦賽球星開幕助陣 

繼梅竹賽後，最令人期待的校園盛事 

 

北鼎聯賽開幕式暨記者會採訪通知 

時間：102年 10月 1日(二)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臺北科技大學中正紀念館 5樓 

(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忠孝東路正大門進入直走 3分鐘) 

來賓： 

 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姚立德 

 臺北大學校長 薛富井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閻雲 

 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代表 王昱程 

 臺北大學學生代表 李品潔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表 時繼驤 

 國家籃球代表隊員 曾文鼎 

 國家籃球代表隊員 洪至善 

 國家籃球代表隊員 呂政儒 

流程： 

10:30  活動開始 

10:35  開幕表演 

10:40  三校校長致詞 

10:50  三校學生代表致詞 

10:55  北鼎聯賽啟動儀式 

11:10  禮成－開幕籃球賽 

 

新聞聯絡窗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秘書室公關劉艾蕾 

聯絡電話： 02)27712171 分機 1003 手機：0928-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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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開幕邀請函要更早送出，並於前三天掌握確認出席貴賓名單與否以及到場時

間。 

 各校對北鼎聯賽宗旨及精神不夠瞭解，宣傳活動應再提前。 

 場地受限無法執行電玩展形式，應擴編經費，逐步達成。 

 參與人數仍不夠多，加強宣傳方法、提供參加獎或決賽抽獎作為吸引點。 

 創新球是創新活動，各校不能了解內容參與度低，應讓友校協辦人員徹底了

解方能增加參與度。 

 各項需墊付款應先完成預借(如電競場地費、球類裁判費…等)避免衍生。 

 困擾：閉幕時間友校期中考未完，動員不易，應特別注意各校能配合時間，

以免造成成效打折。 



 

 活動剪影： 

 開幕 

長官介紹 長官致詞 

  

啟動儀式 大合照 

  

 球賽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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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競賽 

  

 驚嘆球 

  

  

  

  

  

 

  

  



 閉幕 

社團彩排 

  
頒獎 

  

傳承儀式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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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組 

(一) 教室與會議室場地借用 

協助 102年臺北聯合大學「北鼎聯賽」其籌備會議、預賽、決賽之場地租借，收費

標準均比照本校學生社團採無償使用方式。 

四、 研發組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台北醫學大學與馬偕紀念醫院學術合作研究成果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台北醫學大學、馬偕紀念醫院 

由臺北科大主辦之「102年度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台北醫學大學與馬偕紀念醫院學

術合作研究成果研討會」，於 6月 5日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宏裕科技大樓 B4-424、425

教室舉行，並邀請馬偕紀念醫院楊育正院長及台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蒞臨。 

本次研討會邀請本校、馬偕紀念醫院及台北醫學大學等 3校教師與本校教師聯合進

行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藉由此活動，每位教師分享其學術研究上成果，促進三校教師學

術研究成果交流，透過開放的討論與互動，激盪出有別以往的思維。 

 活動日期：102年 6月 5日(星期三)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宏裕科技大樓 B4-424、425教室 

 參加人數：110人 

 活動流程： 

B 4 2 4 會 場 

時間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報告者 

8:30-9:00 報到(B424、B425外走道) 

09:00 發表會開始  

9:00-9:30 
長官致詞(B425) 

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 馬偕紀念醫院-楊育正院長 

9:30-9:35 休息 

A-1 

9:35-9:50 1 供上肢復健訓練之數位滑板系統研製 
臺北醫學大學-陳適卿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黃育賢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周志鴻同學 

9:50-10:05 2 

Accuracy and reproducibility study 

of supervised methods for spinal 

canal classification with 

multispectral MR images  

臺北醫學大學-蔣永孝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吳昭正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吳昭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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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20 3 

利用創新型頻閃式影像映像技術探討

小鼠酒精性心肌病變模式之心臟電生

理變化 

馬偕紀念醫院-賴宇俊副研

究員臺北科技大學-林世聰

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賴宇俊副研究員 

10:20-10:35 4 純電子無光纖內視鏡之研發 
馬偕紀念醫院-黃敦頌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張合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陳治豪醫師 

10:35-10:50 5 
無線生理智慧衣在分析心臟負荷及心

律活動之研究 

馬偕紀念醫院-馮嚴毅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李仁貴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李仁貴教授 

10:50-11:00 休息 

A-2 

11:00-11:15 1 
外科密封劑在肛門廔管治療之應用: 

溫感型生物性高分子密封劑之開發 

馬偕紀念醫院-陳明仁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鄭國忠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鄭國忠教授 

11:15-11:30 2 
生物可吸收頸椎骨板之生物力學分析

與研發 

臺北醫學大學-曾永輝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陳文斌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陳文斌教授 

11:30-11:45 3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ZnO/PLLA Nanocomposite of 

Nanowire-in-Microtube Array 

(NWiMTA) 

臺北醫學大學-陳建中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楊重光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陳建中教授 

11:45-12:00 4 

生醫材料 PPC/PLA/TCP 彈性複合材料

運用於骨頭修復之轉譯醫學研究 

(A translation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olypropylene 

carbonate/ 

poly(DL-lactic)acid/tricalcium 

phosphate elastic composite on bone 

repair) 

臺北醫學大學-陳瑞明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方旭偉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林姵宜同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A-3 

13:00-13:15 1 

評估益生菌或其衍生物對化療藥物誘

導小鼠腸道及腸細胞株損傷之保護效

果 

馬偕紀念醫院-李宏昌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方旭偉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江謝正雄副研究員 

13:15-13:30 2 
含鍶奈米纖維誘導人類乳牙幹細胞骨

分化之研究 

馬偕紀念醫院-黃德揚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蘇文達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林撞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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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45 3 
動態培養對 PC12細胞存活與分化表現

的影響 

臺北醫學大學-周志銘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蘇文達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林撞宇同學 

13:45-14:00 4 

新的 alpha-tocopherol衍生物

pentamethylchromane阻斷血管平滑肌

細胞不正常增生的機制探討 

臺北醫學大學-許準榕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段葉芳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陳右穎同學 

14:00-14:15 5 

利用電腦輔助藥物設計與體外生物活

性實驗來開發乙醯膽鹼酵素抑制劑分

子 

臺北醫學大學-何意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劉宣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周政利同學 

14:15-14:30 休息 

A-4 

14:30-14:45 1 
添加奈米抗菌黏土之牙瓷其抗菌性質

及口腔適應性之探討 

臺北醫學大學-柯恩生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楊永欽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楊永欽教授 

14:45-15:00 2 

以奈米滾壓成形製作生醫塑膠奈米結

構應用於動物實驗及其製程最佳化之

研究 

臺北醫學大學-沈永康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邱垂昱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沈永康教授 

15:00-15:15 3 
含氮無氫類鑽碳薄膜之合成、特性及應

用於植入式生醫元件之研究 

臺北醫學大學-李仁愛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林啟瑞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謝榮騰同學 

15:15-15:30 4 
三維孔洞連通骨填補塊材之製程開發

及其生物相容性評估 

臺北醫學大學-楊正昌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黃聲東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楊正昌教授 

15:30 賦歸 

B 4 2 5 會 場 

時間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報告者 

8:30-9:00 報到(B424、B425外走道) 

09:00 發表會開始  

9:00-9:30 
長官致詞(B425) 

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  馬偕紀念醫院-楊育正院長 

9:30-9:35 休息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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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9:50 1 
整合先進科技進行順形放射治療之標靶

定位－動態即時驗證及治療系統(3/3) 

馬偕紀念醫院-陳裕仁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張文中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陳裕仁醫師 

9:50-10:05 2 
六自由度跟隨式機械手臂之互動混合控

制(3/3) 

馬偕紀念醫院-陳裕仁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張文中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張文中教授 

10:05-10:20 3 
超音波影像與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對位技

術(3/3) 

馬偕紀念醫院-陳志仁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陳金聖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陳金聖教授 

10:20-10:35 4 
具有奈米晶片呼吸中止警告器之連接管

於插管病人之安全應用 

馬偕紀念醫院-黃文傑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呂志誠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劉洪彰醫師 

10:35-10:50 5 
血液透析中動靜脈瘘管漏血監測系統之

開發應用 

馬偕紀念醫院-吳志仁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莊賀喬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莊賀喬教授 

10:50-11:00 休息 

B-2 

11:00-11:15 1 
口罩式奈米元件流感病毒偵測器於高風

險老人與高傳染醫療區域之開發應用 

馬偕紀念醫院-張文瀚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黃榮堂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張文瀚醫師 

11:15-11:30 2 帶藥可降解之有機無機填補材研發 
馬偕紀念醫院-王慧媛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鍾仁傑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鍾仁傑教授 

11:30-11:45 3 生物降解性交聯聚麩胺酸水膠研發 
臺北醫學大學-歐耿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鍾仁傑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鍾仁傑教授 

11:45-12:00 4 

preparing the polyfluorinated 

5,5-bipyridine-containing cisplatin 

analogues and the studies of their 

cytotoxicity and possible mechanism 

臺北醫學大學-張榮善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呂良賜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呂良賜教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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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時間 

B-3 

13:00-13:15 1 

Regulation of human β-defensin 3 

expression in human intestinal 

epithelium by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Typhimurium 

臺北醫學大學-方旭彬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黃志宏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黃志宏教授 

13:15-13:30 2 
利用電解質絕緣原理結合標靶基因突

變序列研發基因變異篩檢平台 

臺北醫學大學-葉劭德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翁文慧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陳佳怡同學 

13:30-13:45 3 
黃耆及奈米粒徑黃耆於腎炎模型的藥

效評估 

臺北醫學大學-陳世銘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陳建銘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陳世銘老師 

13:45-14:00 4 
動態細胞培養系統對抗發炎藥物輸送

效率及骨組織修復之影響 

臺北醫學大學-彭志維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林忻怡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林忻怡教授 

14:00-14:15 5 
以立體繪製技術製造纖維內含皮膚細

胞之褐藻酸水凝膠支架 

馬偕紀念醫院-張世幸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林忻怡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林忻怡教授 

14:15-14:30 休息 

B-4 

14:30-14:45 1 
人工生殖醫療管理系統參數警示及統

計分析系統之建置 

馬偕紀念醫院-胡玉銘醫師 

臺北科技大學-陳凱瀛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陳詩旻同學 

14:45-15:00 2 
不同醫師特質對於開立妊娠禁忌藥品

之影響 

臺北醫學大學-林恆慶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翁頌舜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林恆慶教授 

15:00-15:15 3 
建構智慧型復健病患流程決策支援系

統之研究 

臺北醫學大學-饒紀倫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梁曉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梁曉帆教授 

15:1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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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手冊： 

 

 

 

 

 

 

 

 

 

 

 

 活動寫真： 

 
【左起馬偕紀念醫院-楊育正院長、臺北科大-姚立德校長及台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 

 

【臺北科技大學、台北醫學大學與馬偕紀念醫院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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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事務組 

(一) 辦理「2013國際聯誼之夜」 

 地點：臺北科技大學中正館 

 目的：透過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聯誼之夜」(International Festival)，促

進境外學生與本地生互動交流，認識彼此文化，拓展國際視野。 

 內容：透過晚會的聯誼時間、欣賞舞台表演等拉近彼此距離，進而建立友誼。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協辦單位：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北科大教務處教資中心、北科大總務處、

北科大學務處 

 預期效益：讓三校境外學生與本地學生能夠認識彼此；加深國際生與本地生互

動與了解；提供舞台讓學生分享其文化與才藝，進而達到校園國際化之目的。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9:00 – 16:00 
舞台 & 會場佈置 Preparation & Decoration 

表演彩排 Practicing time 

 正式活動 Event begins 

18:10 入場 Event Begins 

18:20–18:25 主持人開場 Host Opening 

18:25–18:35 長官致詞 Opening Remarks 

18:35–19:00 用餐、聯誼時間，暖場表演(2組) Meal/Social time 

19:00–19:20 競賽表演(3組) Performances 

19:20–19:25 聯誼時間 Social time 

19:25–19:55 競賽表演(3組) Performances 

19:55-20:00 聯誼時間 Social time 

20:00-20:20 競賽表演(3組) Performances 

20:20–20:40 宣布競賽表演結果/頒獎 Result announced 

20:40– 晚會結束 End of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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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形： 

  於 102年 12月 6日(星期五)晚上六點於本校中正館舉辦「2013國際聯誼

之夜」International Student Festival。此次活動由本校主辦，國立臺北大

學及臺北醫學大學協辦，邀請三校師生與境外學生共襄盛舉。晚會當天共有 2

組暖場表演及 9組競賽表演，分別由國立臺北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共提供 6組

學生表演，本校提供 5組學生表演。晚會於各校長官開場後，由臺北大學擊樂

鼓坊開場，鼓聲磅礡氣勢，瞬間炒熱會場氣氛。 

今年晚會特別設計競賽表演，於師生入場時提供標籤貼紙，於競賽表演當

中，由現場師生投票選擇他們心中的最佳表演團體，表演結束後依據票數的前

三名頒發最佳表演獎，並給予 3000獎金。前三名獲獎表演團體為:第一名:史

瓦濟蘭學生舞蹈、第二名:越南學生傳統舞蹈、第三名:印尼學生舞蹈。 

另還有臺北大學還準備的古箏及太極等中國風的表演，帶給現場師生全新

的感受，其他演出也包括中南美洲、泰國學生唱歌及印度舞蹈等表演等。均受

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當晚有近 400人參與當天晚上的活動，為本校國際學生、

交換學生及僑生熱情的參與下畫下完美的句點。 

 檢討與建議： 

 飲料準備不足導致與會師生不能盡情暢飲 

 活動雖為聯誼晚會，但多為舞台表演活動，建議爾後除舞台表演外，增加

參與人員之間的互動遊戲，增進認識彼此能有更進一步認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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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國立臺北醫學大學印尼學生舞蹈 本校史瓦濟蘭學生舞蹈 

  

本校越南學生舞蹈表演服裝 本校沙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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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國際化推動小組籌備會議 

 活動日期：102年 7月 10日 

 活動地點：國際事務處會議室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主辦，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 郭乃文國際

長、楊良友副國際長、國立臺北大學國際事務處 沈榮麟國際長等蒞校討論三

校共同組成國際化推動小組籌備會議，針對三校可以共同推動的國際化事項研

擬具體措施。 

  會議建議多項合作之國際化事務，臺北科技大學主動調查今年度三校參與

海外教育展行程，並將行程表提供三校參考，俾便三校相互支援招生工作並協

助寄送招生文宣。另臺北醫學大學將於 2014 年舉辦 QS-APPLE 會議，屆時將

邀請三校之校長、副校長與代表人共同參與。 

 活動照片： 

  

提升學校國際知名度經驗分享-臺北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楊良友副國際長經驗分享 

左起臺北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楊良友副國際

長、郭乃文國際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事務

處 黃聲東國際長、國立臺北大學國際事務處 沈
榮麟國際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洪
媽益組長合影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主管合影  



六、 圖書館 

(一) 聯合辦理推廣活動—圖書館週「資訊不漏接有獎徵答活動」 

 活動日期：102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2 日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三校聯合辦理 2013 年圖書館週「資訊不漏接有獎徵答活動」，藉由有獎徵

答活動，進而認識、使用三校圖書館的資源，讓學習資源不漏接。 

 有獎徵答於 2013/12/2 至 12/12 期間辦理，參與者利用三校圖書館網站查

找答案，回答 6 題題目，全部答對者即可參加抽獎。 

 三校共計 1088 人次參加，每校各抽出 3 位得獎者，共計 9 名。 

 活動照片： 

 

(二) 聯合辦理推廣活動—電影欣賞與二手教科書代售買賣服務 

 活動日期：102 年 1 月起 

 活動地點：圖書館 B1 音樂欣賞室 & 圖書館一樓大廳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電影欣賞： 

1. 102.3.19 播映「阿甘正傳」，共 20 人參與 
2. 102.5.3 播映「逆轉人生」，共 12 人參與 
3. 102.10.18 播映「桃姐」，共 23 人參與 
4. 102.12.9 播映「街頭日記」，共 21 人參與 

 

 

有獎徵答宣傳海報 有獎徵答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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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教科書代售買賣服務： 
1. 102.2.21~2.23 販售，寄售圖書 890 冊，共售出 288 冊 
2. 102.9.12~9.14 販售，寄售圖書 1508 冊，共售出 686 冊 

 活動照片 

 

 

 

 

 

 

 

 

 

 

 

(三) 臺北聯大系統聯合館際圖書互借 

 活動日期：102 年 1 月起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三校建立「雙主修及輔系生圖書借閱合作協定」，於 101 年 12 月簽署合約，

102 年起正式執行，借閱冊數及借期比照本校生辦理。 
 臺北大學於 102 年 1 月 23 日正式加入「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中心圖書資

源共享聯盟」，以代借代還方式，達到圖書資源共享目的。且於 102 年 5
月 1 日簽訂兩校館際合作圖書互借協議書，互換實體借書證各 10 張，兩

校學生可憑合作借書證自行前往借書。 

  

  

活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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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四) 臺北聯大系統中文電子書聯合採購 

 活動日期：102 年 8 月 1 日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以「一校採購、三校共享」之原則，進行中文電子書聯合採購，期使經費

使用發揮最大效益。 
 本次聯合採購，由各校各採購 20 萬元有關通識、休閒類之中文電子書，

本年度活動由北科大首度主辦，建置「臺北聯大系統中文電子書聯合採

購」，於 8 月 1 日上線，網址為：http://reading.udn.com/lib/ntn。 

 本年度共購入 711 冊，每本電子書可同時供 5 人借閱使用。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中心圖書資源共享聯盟」新增功能 

  

館際合作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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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聯大系統電子書首頁 

(五) 圖書館聯合參訪活動 

 活動日期：102 年 7 月 16 日 
 活動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活動內容重點描述： 

 由本校主辦「102 年台北聯合大學系統三校聯合參訪活動」於 7/16(二)前
往清華大學圖書館，進行觀摩交流活動。 

  三校共計有 37 位圖書館同道參與，大家對於清華大學嶄新的館舍及

設備都覺得受益良多，更難得的是增進了三校圖書館同道之間的交流機

會。 
 活動照片： 

  

四校圖書館同道齊聚一堂 
  

由清大圖書館導覽人員分批帶領樓層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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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訊組 

(一) 建立「臺大聯大招生資訊」專頁 

 

三校聯合招生網頁 
 

(二) 建立「北鼎聯賽」專頁 

 

北鼎聯賽學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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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鼎聯賽教職員組 

 

 

北鼎聯賽競賽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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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護「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網頁 

    提供三校資訊共享，各類精彩交流活動報導、各校雙主修及輔系之課程

與規定以及互選課程資訊等；至 102 年 12 月 20 日止總瀏覽共計 10,573 人次。  

 

 

 

 

 

 

 

 

 

 

 

 

 

八、 體育組 

(一) 教職員工體育交流活動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於 2013 年 6 月 9 日假臺北科技大學中正紀念館舉行〔北鼎

聯賽〕教職員工體育交流活動。本活動是第二屆舉辦的體育交流活動，項目增

加鐵人三項與健康體適能專業評估與分析，鐵人三項包含室內划船、呼拉圈、

飛輪腳踏車等三項比賽，此活動融入趣味的方式進行比賽，使得各參賽的隊員

發揮個人最佳體能。健康體適能專業評估與分析，使參加的教職員工透過

InBody身體組成分析，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65 

 

 主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體育室 

 協辦單位：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桌球賽假中正紀念館 B1 桌球室、羽球賽假中正紀念館 5F 綜合球場、

網球賽假東校區網球場、鐵人三項假第三教學大樓 B1 體適能教學中心及體適

能評估假第三教學大樓 108 室。 

 活動執行情形： 

 5 月 3 日：活動報名截止。 

 5 月 9 日：活動賽程抽籤。 

 6 月 9 日：活動正式舉辦。 

 報到地點：中正紀念館 5F綜合球場。 

 參加人數：130人。 

 工作人員：計 21名 

              總幹事：林惟鐘 

                活動組：陳東韋 

              競賽組：黃耀宗 

              裁判組：任兆亮、林偉達、陳皆榮、豐東洋、林錫芳、張資榮、 

黎玉東、郭正煜、安振吉、黃耀宗、陳東韋 

              場地及器材組：胡建麟、甯學良 

              記錄組：羅明雪 

              接待組：蔣憶德、林威玲 

              醫務組：陸志成、石紜瑄 

桌球裁判：張于庭等 6名 

羽球裁判：陳勁鳴等 10名 

網球裁判：羅日謙等 6名 

 「北鼎聯賽」三校體育活動與人數統計與優勝隊伍 

比賽項目 參賽人數 優勝隊伍 

鐵人三項 10 台北科大 

桌球 46 台北科大 A 

羽球 36 台北大學 

網球 38 台北醫學大學 

總錦標 -- 台北大學 

 共計 1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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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這次球類比賽活動計有桌、羽、網球等三項球類競賽，並增加鐵人三項趣

味活動競賽及健康體適能專業評估與分析，使參加的教職員工透過 InBody
身體組成分析，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有鑑於以往參賽人員重疊，因

此將三項球類的比賽時間錯開，另增加兩項活動是展現本校體育專業特

色，可惜只有本校教職員工同仁參與，另兩校在時間上可能上無法充分配

合，甚感可惜。 
 各校首長如果能夠親自參與活動，勢必更能帶動各校同仁間對學校的向心

力及提升相關體育競賽活動的風氣。 
 

 

活動內容 鐵人三項頒發獎盃 

 

活動內容 鐵人三項划船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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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健康體適能專業評估與分析 

 

活動內容 桌球項目獎盃頒發 

 

活動內容 桌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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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羽球項目獎盃頒發 

 

活動內容 羽球項目 

 

活動內容 網球項目獎盃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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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網球項目 

  

參、結語 

    考量地理位置與優勢互補，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結合臺北大學的法學、商學、社會科

學；臺北醫學大學的醫學、藥學、生技；臺北科技大學的工程、資訊、建築及設計等優

越領域，組成異質性高、互補性強的高等教育策略聯盟。就教務、學務、總務、研發、

國際事務、圖書、資訊及體育等八大組，積極整合三校行政、教學及研究能量，共同追

求三校卓越發展，發揮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實質功能。 

    102年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擔任第三屆系統校長，持續穩健地運作各組

業務，並首次共同舉辦北鼎聯賽，競賽項目除了籃球、排球、羽球及桌球等球類比賽外，

更增加電子競賽，創造三校學生的交流機會，期盼成為三校的傳統年度盛事。103年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長將由國立臺北大學薛富井校長接任，期盼未來藉由三校各有所長的

專業領域，共同激盪提出創新的思維及做法，使系統發揮更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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