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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函
地址：11693臺北市文山區萬美
街2段21巷20號
承辦人：劉雅綸
電話：02-29320212#316
傳真：02-29314388
電子信箱
：pstc_ellen@mail.taipei.gov.tw受文者：朝陽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訓三字第09930346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活動海報(將郵寄送出)

主旨：本處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辦理2010第7屆創e盃「全民瘋市

政」數位內容競賽，敬請轉知　貴校（系）師生共襄盛舉

踴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為使全民豐沛的創意與市政建設結合，配合本府推動之重

大政策，徵求具創意的數位內容作品。本屆主題為「助妳

好孕」與「樂活臺北」，每個主題各取前三名，總獎額高

達31萬元。

二、報名與交件期間為6月11日起至9月20日止，活動詳情請見

本活動網站

（http://welearning.taipei.gov.tw/ecup/ecup_7/index.html）。

三、貴校（系）若具可利用之系所網站，請於活動期間協助刊

登活動訊息。活動海報將郵寄送出，亦請協助張貼公告週

知。

正本：公私立大專院校、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系)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系所)、大同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大華技術學院 (資

訊管理系)、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中州技術

學院 (視訊傳播系)、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系)、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元培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

系)、文藻外語學院 (資訊管理與傳播學系)、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資訊傳播系)、台南科技大學 (

第 1 頁 共 3 頁

1503027977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視覺傳達設計系)、正修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玄

奘大學 (資訊傳播學院)、立德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佛光大學 (學習與數位科技

學系)、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

應用學系)、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系)、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亞洲大學 (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和春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學系)、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

達設計系)、明志科技大學 (管理暨設計學院)、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明

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東方技術學院 (傳播藝術系)、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長庚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

科技學系)、長榮大學 ( 視覺藝術學系所)、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

學系所)、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南華大學 (應

用藝術與設計學系所)、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南榮技術學院 (資

訊管理系)、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美

和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學系)、致遠管理學院 (多

媒體與動畫設計學系)、修平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修平技術學院 (資訊網路

技術系)、修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高

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高鳳

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國立中山大學 (傳播管理研究所)、國立中山

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系)、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

技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

多媒體設計系所)、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

位內容設計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 (科技藝術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所)、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

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圖文傳播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研究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

體動畫藝術學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

技學系)、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技與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學系)、國立成功大學 (創意產業

設計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 (數位文化中心)、國立東華大學 (美崙校區 學習科

技研究所)、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科技研究所)、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

術學系)、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系)、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 (資

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空間設計系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所)、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博士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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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士班)、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系科技發展

與傳播研究所)、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

科技教育學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崇右技術學院 (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

系)、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崑山科

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崑山科技大學 (數位生活

科技研究所)、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數位影視動畫科)、淡江大學 (大眾傳

播學系)、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所)、景文科技大

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華梵大學 (多媒體設計

學程)、華梵大學 (應用傳播學程)、華梵大學 (藝術設計學院)、開南大學 (資訊工

程學系)、開南大學 (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所)、慈惠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萬能科技大

學 (管理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資訊科技系)、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聖約翰科技大學 (數位文藝系)、僑光科技大學 ( 資訊科技系)、實踐大學 (媒體傳

達設計學系)、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輔英

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銘傳大學 (傳播

學院)、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資訊科技學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應用藝術與設計系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樹德科技大學 (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

興國管理學院 (資訊科學學系)、興國管理學院 (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親民技

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科)、親民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醒吾技術學院 (資

訊傳播學系)、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靜宜

大學 (資訊管理系)、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龍華科技大學 (

資訊管理系)、嶺東科技大學 ( 數位媒體設計系所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

計系所)、環球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國立

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台南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東南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南開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北台灣科學技

術學院  資訊傳播系

副本：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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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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