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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人豪在 Jos岳 Marti 中學教網路銷售課程

V溝人豪在 Quinchuqui 的印地安人部落教網路銷售課程

。文/資士系

本系自 2010 年接受「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

7. 綠能資訊科技導論(資工系/研究所)

培育推廣計畫:雲端運算與服務」經費補助，

8. 分散式系統(資工系/研究所)

與應用數學系合作推動「雲端運算與服務」學

9. 雲端運算程式設計(資工系/研究所)

程，受到學生們的熱烈迴響。以下就「開設課

10. 雲端運算虛擬化按術(資工系/研究所)

程」、「軟體作品」、「舉辦競賽活動」、「程

1 1.綠能資訊科技(資工系/研究所)

式設計相關競賽成果」、「產業實習、合作與

12. 雲端運算與行動平台(應用數學系/研究所)

交流」、「企業參訪」、「國際雲端技術交流
與推廣」等方面，摘要列舉本系在雲端運算領

二、軟體作晶:

域發展成果。
1.本系學生王崇仁開發 AppleApp r 世界迷霧
一、軍踹運鼻祖閱價攝開設歸程:

Fog ofWorldJ '獲得 BUSINESS INSIDER 報
導，並獲得下載者一致好評。

1.雲端資料網路(資工系/研究所)

2. 廖宜恩教授與博士班畢業生許雯絞共同指

2. 平行處理(資工系/研究所)

導由興大資工系學生黃俊堯、施曉貞、陳

3.計算平台概論(應用數學系/研究所)

期皓、蘇建宇與成大企管系學生廖姿雅所組

4.

成的團隊，參加台灣證券交易所主辦第二屆

雲端運算概論(資工系/大學部)

S. 軟體工程(資工系/大學部)

XB也(Extensible B呱呱Reporting Language)

6. 社群網路與運算(資工系/研究所)

軟體設計競賽，以「企業財報健檢雲端服務

茱、校友活動及系所動態

系統」勇奪全國冠軍 a 本軟體作品目前暫時

ONE(Op恤的avigation Express) 榮獲企業

放至 http://xh吐dmlah.α.nchu.edu.tw

獎。

3.本系博士生黃俊堯開發 Chrome 瀏覽器外掛

íYahoo 字典查詢器 J

6. 詹進科教授與陳育毅副教授，指導研究生蔡

'評價接近 5 顆星，

孟琳、黃家柔、黃微珊，實作「基於 NFC

已有 4，365 人次下載。

與 RFID 之所有權證明及移轉系統實作」榮
獲 2012 第 17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 P即實務應用組第一名與產學合作

三、舉辦競賽活動:

組第三名 o

1. 2012/02/24 與國家高速網路中心、台灣微軟

7.

「高效能虛擬叢集運算競賽」第一名!並榮

以及神通集團合作，舉辦「圍立中興大學資
工系雲端運算應用程式與高效能虛擬叢集設

計競賽」

2. 2012/
賽J

獲 i1home 報導。

8.

2013 年 1 月本系賴泳誌、高銘聰同學獲得

「高效能虛擬叢集運算競賽」第二名!

12/28 舉辦大學部資訊專題成果決賽 o

3. 2013/01/31 舉辦「高效能虛擬叢集運算競

2013 年 1 月本系陳博俊、林佑祥同學獲得

9.

'共有 22 隊報名， 6 校參與， 65 人次

2013 年 1 月本系侯柏丞、朱信昱同學獲得
「高效能虛擬叢集運算競賽」第三名!

10.2013 年 1 月本系方竣民、林致良學獲得「高

參加。

效能虛擬叢築運算競賽」佳作!

11. 2013 年 1 月本系吳益彰、彭依香同學獲得

四、程式設計相關競賽成果:

「高效能虛擬叢集運算競賽」佳作!

1. 2012 年 2 月廖宜恩教授指導研究生郭秉仁、

12. 廖宜恩教授指導戴均民、朱奕安、許芳甄、

張簡宏名，參加「雲端運算應用程式與高效

能虛擬叢集設計競賽 J

2.

林書緯同學，以「新聞推推樂」作品，榮獲

'獲得「雲端運算應

í2013 全國大專校院開放軟體創作競賽:雲

用程式設計組」第一名。

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銅牌及獎金 2 萬

2012 年 2 月廖宜恩教授指導研究生陳倫奇、

][0

許芳甄、吳東烈，參加「雲端運算應用程式
與高效能虛擬叢集設計競賽 J

1 3.廖宜恩教授與博士班畢業生許雯絞共同指

導由興大資工系學生黃俊堯、施曉貞、陳

'獲得「雲端

運算應用程式設計組」第二名。

期皓、蘇建宇與成大企管系學生廖姿雅所組

成的團隊，參加台灣證券交易所主辦第二屆

3. 2012 年 2 月詹進科教授指導研究生李旭峰、
張峰嘉、廖健凱，參加「雲端運算應用程式

XB也(Extensih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與高效能虛擬叢集設計競賽 J

軟體設計競賽，以「企業財報健檢雲端服務

'獲得「雲端

運算應用程式設計組」第三名。

系統」勇奪全國冠軍暨獎金 S 萬元。

4. 廖宜恩教授指導學生許雯絞、施曉貞，以「一

個適用於 MapReduce 系統的 XML 文件平行

五、產黨，宮、合作與交流:

解析機制」作品，榮獲 í2012 全國開放軟體
設計競賽:雲端服務與其他應用」學生組銀

1.與「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動

牌與獎金 4 萬元。

學生實習方案，目前 E 有 3 名碩博士生至該

5. 詹進科教授與陳育毅副教授，指導研究生黃

家柔、黃微珊，參加 2012 通訊大賽，作品

公司實習完畢。

2.

獲得「飛康國際公司」捐贈 5 台儲存管理伺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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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每台價值 S 萬美元，合計 25 萬美元。

2.

開設相關課程於弱勢團體、中小學，教導該

3.已有一名博士生與一名碩士生，藉由課程習

單位學習如何透過兔費資源與數位平臺進行

得的軟體開發經驗，協助「德立特資訊股份

合作銷售，匯集資源達到宣傳與脫貧之效

有限公司」開發儲存媒體管理系統，藉以保

果。

護企業兔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o

3.設計「跨國語言學習平臺』計畫，透過媒合

圍內外大學院校學生(厄瓜多數所大學、中
五、企業參酌:

學，薩爾瓦多大學、臺灣國內數所大專院
校)

1. 2010 年 11 月 4 日，參訪「飛康國際網路科

2.

4.

此與各團參與人進行交流學習，以降低其學

2010 年 11 月 25 日，參訪「奇美電子」

習成本，並提升學習意願。

獎J

限公司」

民外交楷模 J

2011 年 9 月 7 日，與「工研院雲端應用中心」

2012 年 10 月 5 日，帶學生至台灣設計館、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與刑事警察局刑事鑑識
中心參訪

6.

2013 年 1 月 25 日，帶學生至台中科學園區
參訪「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7.

4. 榮獲 ~101 年內政部役政署優異役男署長

2011 年 S 月 26 日，參訪「矽品精密股份有

實地參訪

5.

過整合運用兔費線上平台，提供弱勢學童藉

技股份有眼公司」

並聆聽許文龍創辦人生命分享。

3.

，改善資源置乏之厄團教育環境，並透

2013 年 6 月 14 日，帶學生至台北參訪「台
灣證券交易所」、「台灣股票博物館」

rGoog1eJ

、

rVMW缸eJ

、「叡揚資訊股

份有眼公司」

六、圓際雲端技衛交流與推廣:

本系博士生潛人豪同學，擔任外交替代役
加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派駐至南美洲厄瓜

多共和國 (Republic ofEcuador) ，執行職訓計畫，
輔導該國人民提升資訊素養，增進專業技能與
就業機會:

1.設計「應用雲端服務推動中小企業電子商務

營運』計畫，透過免費開設課程給與當地機
構，使其學習有別以往之網路行銷通路，以

降低成本，擺脫大型企業的市場壟斷與貧富
差異問題。

'更受到外交部駐外館處致贈區額『國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