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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緣起 

 

我國自 1998 年起開始積極推動國家資通訊基礎建設，於 2002 年至 2007 年推動「數

位台灣計畫」，以打造六年六百萬戶寬頻到家，目標成為亞洲最 E 化之國家，政府為積極

推動數位匯流發展方案，電信產業實為台灣重要服務產業之一，應積極位列主要發展之一

環，尤其寬頻上網服務的發展對於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歐盟執行委員會的估計

至 2015年時，寬頻上網服務的發展可以創造 2百萬個就業機會，且GDP的成長可以達 6,360

億歐元，而一份針對巴西寬頻上網服務之發展對經濟的影響所進行的研究亦指出，寬頻上

網服務的發展至少提升 1.4%的就業成長率。 

惟資通訊基礎建設即使與國家競爭力呈高度正相關，目前建設環境仍面臨不少發展困

境，有待各方專家學者一起探討解決之道，而民眾對寬頻建設的關注，電磁波問題更常成

為討論焦點。有鑑於此，本會特別邀請在這領域的學者專家，分別就國際電磁波的發展及

行動通信建設可能面臨的問題，做一全面性的探討，期待我國能快速邁入行動寬頻通信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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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執行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會議議程 

時間：2012年 4月 6日（星期五）    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時  間 內  容 

08:50-09:15 報    到 

09:15-09:30 貴賓致詞(一、劉崇堅委員；二、魏學文委員) 

09:30-10:10 

專題演講一：周重光博士 

(IEEE國際電磁安全委員會，95技術委員會主席) 

講題：國際電磁波安全研究之發展 

10:10-10:20 茶    敍 

10:20-11:20 
專題演講二：蔡志宏博士 

講題：行動寬頻通信服務困境與展望 

11:20-12:10 

主持人 與談人 主題 

魏學文 

委員 

周重光博士 

蔡志宏博士 

吳瑞北博士 

林基興博士 

綜合座談 

12:10 會議結束／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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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者/主持人/與談人邀請作業 

本次共安排國內講者 2名、主持人 1名、與談人 4名。 

工作內容包含： 

1、簡報、個人 CV收集 

2、補助費用發放資料 

3、相關大會資訊提供 

4、講者/主持人/與談人資料庫 

※本次會議國內講者、主持人、與談人名單如下： 

身份 姓名 職稱 單位 

講者 

周重光 主席 
IEEE國際電磁安全委員會， 

95技術委員會 

蔡志宏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主持人 魏學文 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與談人 

周重光 主席 
IEEE國際電磁安全委員會， 

95技術委員會 

蔡志宏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吳瑞北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 

林基興 理事長兼總編輯 科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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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者聯繫及報名作業 

（一）接受報名並彙整報名清冊 

所有報名的與會者，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報名系統報名，或者採用

傳真、e-mail 方式回傳報名表格，待確認報名後由大會秘書處統一彙整報名

清冊，定時回報主辦單位，以掌控出席人數，同時也回覆相關來電詢問，並

製作與會者會議期間之簽到表，以利統計會期出席情況。 

 

（二）與會者報到規劃 

規劃報到台簽到流程，依據此次會議與會者單位作為區別，現場共分為

四條報到動線，分別為主辦單位、政府機關、民間企業、現場報名。 

 
 

（三）會期出席情況 

含受邀之貴賓、講者、與談人以及與會者學員，詳細出席數據如下： 

身分別/單位別 實際報名人數 實際出席人數 報到率(%) 

(1) 貴賓 2 2 -- 

(2) 講者/與談人 4 4 -- 

貴賓小計 6 6 -- 

(1) 主辦單位 74 65 87.8% 

(2) 政府機關 15 11 73.3% 

(3) 民間企業 50 38 76.0% 

(4) 現場報名 0 20  

與會學員小計 139 134 96.4% 

合計 145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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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場佈置及設計物 

（一）場地規劃 

場地 樓層 設備 

會議室 國際會議廳 3F 
麥克風、投影機、投影幕 

3樓 117席 

貴賓室 貴賓室 3F 大會資料、飲用水 

報到處 Lobby 3F 桌椅、報到文件資料 

 

（二）場地規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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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場佈置 

 

 

 
一樓入口處指示  三樓入口處指示 

 

 

 
三樓與會者報到台  議程海報 

 

 

 
會議室內會場佈置  會議桌卡 

 

 

 
花藝佈置  花藝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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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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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宣作業 

1、電子邀請函 
製作電子邀請函且至會議各場次之演講者，確認該講者演講資

訊，落實環保意念。 

   
 

2、大會手冊 

印製大會手冊收錄會議詳細議程、相關資訊及講者簡報供與會

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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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餐飲安排作業 

會中安排與會者於會議期間享用美味茶點及精緻餐盒，使本次參與活動之與會

者可感受主辦單位之用心，進而使與會者有溫馨體貼與賓至如歸的感受。針對需求

安排內容說明如下： 

（一）會議茶點 

會議期間上午時段安排精緻可口的茶點和飲料，包含、紅茶、咖啡以及

水，茶點內容皆搭配甜、鹹點。並於貴賓室準備茶點提供貴賓享用。 

   

 

（二）會議午餐 

會議結束主辦單位貼心準備午餐餐盒，供本次貴賓及與會者領取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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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人力安排作業 

（一）大會司儀 

大會安排司儀全程進行議事作業控管，並進行下述重要訊息及緊急訊息

之公布： 

1、會務資訊報告 

2、提醒會議期間關閉手機 

3、會議時間開始前提醒與會者就座 

 

 

（二）專業攝影人員 

現場提供專業之攝影人員，完整記錄整個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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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接待人員安排作業 

接待服務人員，是大會籌備工作成果展示最重要的第一線人員，在嚴謹的會議

中，充分展現大會的水準，本工作團隊將藉由豐富的接待安排經驗迎接參與大會的

貴賓及大會講者，肯定能為大會掌握所有的接待細節，讓所有的與會者滿意！ 

（一）會議現場接待 

1、議事組 

1.1 主持人/主講者/與談人接待 

1.2 國內講者/與談人補助費用發放作業 

1.3 電腦設備、簡報器材設備操作 

1.4 會場燈光音響控制 

1.5 提醒講者時間舉牌 

 
2、註冊組 

2.1 辦理與會者報到手續/大會資料發送 

2.2 大會相關資訊諮詢、進場方向引導 

2.3 茶點、便當安排準備 

 
 

 

八、其他行政支援作業 

（一）保險事宜：於會期間依：承保範圍、保險標的、被保險人、保險金額、保

險期間等相關細項，協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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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場執行成果及執行概況說明 

時間：101年 4月 6日(五)   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與會貴賓抵達會場 講者抵達會場 

  
講者抵達會場 與會者辦理報到 

  
與會者辦理報到 與會者辦理報到 

  
與會者出席盛況 與會者出席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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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魏學文委員 貴賓致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劉崇堅委員 

  

專題演講一講者周重光博士 與會者用心聆聽演講 

  

貴賓交流 與會者使用茶點 

  

專題演講二講者蔡志宏博士 與會者用心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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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主持人及與談人 綜合座談主持人魏學文委員 

  

綜合座談與談人周重光博士 綜合座談與談人蔡志宏博士 

  

綜合座談與談人吳瑞北博士 綜合座談與談人林基興博士 

  

貴賓合照 與會者領取餐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