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rFest 2018 參展說明
南科 AI_ROBOT 伴你實現夢想
STSP AI_ROBOT Empowers Your Great Dreams

10/27-28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指導單位：科技部
補助單位：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執行單位：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國立成功大學、Maker Factory

一、展覽簡介
1.

活動目的
自造者嘉年華是一個集結了所有科技愛好者、創作家及發明家的大型展示分享活
動。活動以「我們都是 Maker」的精神，藉由技能競賽、創作展現、論壇分享及現
場 DIY 等方式，讓腦力交互激盪、成品交流分享，今年特別加入科技藝術展現及花
車遊行展演等活動，望廣納所有有熱情、有興趣、有想法的 Maker 們，從而培養年
輕人自己動手做的能力，達到 Maker 精神向下紮根的目標，並實質厚實區域創新創
業的能量。
成功大學身為南臺灣之領頭羊，將負起帶頭號召周邊大專院校資源，從學術、教
育與推廣者的角色出發，期望結合台南府城的文化底蘊、區域 Maker 的創意巧思與
學校老師的研發能量，推動具在地特色的自造者嘉年華。今年度活動結合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推動的「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計畫，擬以機器人為主
軸，號召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創作，並透由專案合作將機器人教育向下扎根及擴散推廣
服務量能，進而促進南台灣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網絡之發展。

2.

3.

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科技部



補助單位：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執行單位：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國立成功大學、Maker Factory

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進場：2018 年 10 月 26 日（五）下午 15 點至下午 20 點



展出：2018 年 10 月 27 日（六）至 10 月 28 日（日）
第一天 10/27→11：00~17：00
第二天 10/28→10：00~16：00
廠商於上午 08 點開放進場。


4.

撤場：10 月 28 日 下午 16 點至 18 點

展出地點(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規劃中)


光復校區中正堂及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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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展內容



AI、ROBOT 相關內容



自行製作的作品（類型不限）



製作物品用的工具、材料、零件等



製作物品用的服務（軟體、網路服務等）



鼓勵民眾動手作之活動



作品的表演、展演活動
※具備 Make 精神並願意公開分享的作品優先考量。
※根據符合活動主旨的考慮，參展申請可能會有未核准的情況，請見諒。
※活動日程為兩日，只能參與一日攤位展出者恕無法核准。

三、

參展申請時間

2018 年 06 月 20 日起至 2018 年 08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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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展申請流程

1. 請在活動網站上填寫參展申請表(網址: http://makerfest.cc)。
2. 參展資格確認信將於 09 月 20 日前發送至參展單位，如未收到參展資料確認信請來信
至 judyhsin@mail.ncku.edu.tw 詢問。
3. 參展費用及保證金需於收到參展資格確認信後於 09 月 30 日前繳交。
4. 參展證與參展資料(參展費收據、會場導覽圖、活動時程表等)統一於活動前一周寄達
參展單位聯絡人住址。

五、

參展資格區分與費用
兩日現場展示(含室外)

參展類別

Maker

機關/學校/

Commercial

法人

Maker(*2)

保證金

企業

Maker 分享

DIY 工作坊

/AI、Robot

(*4)

論壇區(*3)

2,000 元

場地費用

免費

2,000/單位

清潔費
加租費用

展演活動(*1)

無

5,000/單位

10,000/單位

免費

200 元
1 長桌：300 元/張 ○
2 靠背摺疊椅：50 元/張
○

販售物品
(*5)

不可

可以

3 參展證：100 元/張
○

可以

可以

不提供參展證
不可

僅接受材
料包販售

*1：兩日現場展示與展演活動分開報名，亦可單獨報名展演活動，內容須經主辦單位審核。
*2：Commercial Maker 係指欲在現場從事販售行為之個人，公司行號及商業機構不屬此類別。
*3：Maker 分享區時段一單位為 30 分鐘(20 分鐘分享、10 分鐘換場)，AI、Robot 論壇區時段一單位為 60 分鐘
(40 分鐘分享、20 分鐘換場)，請於申請表單註明；表演時段由主辦單位安排。
*4：DIY 工作坊區活動時段一單位為 60 分鐘(40 分鐘展演、20 分鐘換場)，若需多個單位，請於申請表單註明；
表演時段由主辦單位安排。
*5：請依法開立統一發票或收據，如因未開收據導致糾紛、受罰，該參展單位須負所有法律責任。


每單位標準攤位配備：
1. 2*2 公尺攤位大小
2. 長桌 1 張(180*60CM)
3. 靠背摺疊椅 3 張
4. 基本配電 2 插座(110V)，若有特殊用電需主動告知主辦單位。



備註 1：場地分為室內區、室外區及特色展示區，請於報名時做選擇，俾利主辦單位安排。



備註 2：因攤位大小限制(2*2 公尺)每單位攤位建議設置長桌至多 1 張。(長桌尺寸 180*60)(依實際情況調
整攤位大小)



備註 3：因攤位大小限制(2*2 公尺)每單位攤位建議設置靠背摺疊椅至多 3 張。(依實際情況調整攤位大小)



備註 4：以 Maker 身份參展，每人至多申請 1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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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展區規劃
區域

說明

室內作品展示區

基本配置 2*2 公尺攤位。可在室內展區內進行物品展示、demo 以及對參觀者熱情的分享。

室外作品展示區
Maker 分享區
AI、Robot 論壇區

基本帳篷及配置 2*2 公尺攤位。可在室外展區內進行物品展示、demo 以及對參觀者熱情的
分享。
在 Maker 分享區對作品或活動進行 20 分鐘內的說明、介紹、展示。可使用投影機與投影幕
(筆電自備)。名額場次有限，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
舉辦國際級 AI、Robot 論壇分享，同步邀請國際知名講者，每場次 40 分鐘。可使用投影機
與投影幕(筆電自備)。名額場次有限，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
在專用的場地內進行每次參加者人數 10~20 名的工作坊活動。請在報名表中的「關於

DIY 工作坊區

Workshop 工作坊」欄位填寫詳細資料。場地、投影機與投影幕、電源由主辦單位供應。現
場宣傳、參加者徵求、參加費用收取由參展者自行負責，名額場次有限，主辦方保留審核權。

舞台競賽區
其他展區

七、


八、

欲辦理競賽活動請直接聯繫主辦單位。名額場次有限，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
大型展示作品(如：機器人、多軸旋翼機)、特色(花車及綜合遊行)或科技藝術等展示，以專
案方式處理，欲參加者請直接聯繫主辦單位。

攤位分配
本次嘉年華活動將全權由主辦單位代為分配展區並劃分攤位。

繳款方式



參展費用及攤位保證金在收到參展資格確認信後，請於 09 月 30 日前繳交。



參展費用及攤位保證金統一用轉帳方式繳款。



繳款資料詳細如下：
轉帳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轉帳銀行：兆豐銀行東台南分行（銀行代號：017）
轉帳帳號 065-09-01957-7



繳款後請提供轉帳相關資料，並傳真至 (06)238-1422 或寄信至 rita@aicsp.org.tw
確認，以免延誤報名作業完成。



主辦單位將於費用繳清後一個月內，將租金、清潔費金額合併開立發票一張，且開立、
寄發之對象為報名參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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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展證
進出場需配戴參展證，每單位攤位至多免費提供 3 張，超過者一張加收 100 元。參
展證將連同參展資料一同寄至參展單位聯絡人住址。
（107 年 09 月 30 日後恕不接受
追加參展證與桌椅）。

十、

注意事項



本活動展期為兩日，如未全程參與者，述不退還保證金。



保證金將於第二日(10/28)下午 2 點發還給各參展團隊。



高電壓裝置、雷射等有危險之虞物品的使用，以及藥物、食品的展示必須事先徵得主
辦單位許可。



會場內禁止用火。



會場內一切販賣行為必須依法開立統一發票或收據。



會場內觀展民眾與參展者之間一切買賣糾紛，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參展送審過程關於參展者個人情報僅作為本次活動與相關後續活動聯絡之用。

十一、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
十二、 活動聯絡人
辛小姐 / judyhsin@mail.ncku.edu.tw /06-2757575 分機 3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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