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
4-1-A 空污防護創新創客系列活動
「空污 PM2.5 微型感測器工作坊暨創意設計競賽」
一、 目的：為提升國小孩童對空氣污染的認識，透過結合空氣污染與操控
PM2.5 微型感測器，提供實務示範教學。本活動使用的 PM2.5 微型感測
器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所研發的 SenCu-PM2.5，
SenCu-PM2.5 可偵測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數量，懸浮微粒越多表示 PM2.5
濃度越高，空氣品質越差。SenCu-PM2.5 可透過 Scratch 程式語言操控
連結，結合物聯網概念，將物聯網所蒐集的資料，經由畫面呈現出來，
會依據即時的空氣品質數值高低而有所改變。本活動邀請嘉義縣市國
小學童組隊報名參加，利用 Scratch 程式語言操控 SenCu-PM2.5，依
SenCu-PM2.5 物聯網所蒐集的資料，提出創新應用的空污宣導或改善方
案，一同為空氣品質與民眾健康努力，並期待藉由本活動的辦理，培
養學童創意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慢性疾病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所)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呼吸照護系
三、 活動時程與內容簡介：本活動共分成二階段辦理。
時間

內容

第一階段：
10/2 (三)
13:00-17:00

內容簡介
空污 PM2.5 微型感測器工作坊
舉辦 PM2.5 資料庫實務工作坊，課堂示範 PM2.5 微型感
測器與 Scratch 應用實例。藉由參加工作坊可以提早熟
悉 PM2.5 微型感測器 SenCu-PM2.5 操作原理，瞭解空污
資料的結構，激發創意構想，可實際操作練習，供參賽
者練習參考使用。

第二階段：
11/6 (三)
13:00-17:00

PM2.5 微型感測器創意設計競賽
舉辦 PM2.5 微型感測器創意設計成果發表會及競賽，並
邀請專業裁判評選出優勝隊伍。利用 Scratch 程式語言
操控 SenCu-PM2.5，依 SenCu-PM2.5 即時監測的空污資
料，提出創意的空污改善計畫。
競賽注意事項：
1. 108/10/31(四)繳交簡介海報電子檔(長*寬為 1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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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內容格式請見附件一)。
2. 主辦單位協助參賽者輸出簡介海報，現場備有海報
版供張貼。
3. 每組上台簡報及成果展現限時 15 分鐘（報告 10 分
鐘，評審講評 5 分鐘）
。
4. 評分標準：依程式設計（含技巧性、邏輯性）
（30%）
、
完整性（30%）
、創意性（40%）等項目評分。
四、 辦理地點：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A 棟 7 樓 60 人會議室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2 號
五、 參與對象：
1. 對空氣污染、PM2.5 微型感測器或 Scratch 程式語言有興趣之嘉義縣
市國小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2. 以團體方式組隊參賽，每組學生人數約 3 至 5 人。
3. 每組學生皆需有指導教師 1 名。
六、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10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7 日
2. 請填妥報名表(見附件二)，E-mail 寄至 ywho@mail.cgust.edu.tw。
七、 獎項與禮卷：
1. 競賽當天即公佈成績並頒發圖書禮卷。
2. 競賽頒發金牌獎 1 組、銀牌獎 2 組、銅牌獎 3 組。
金牌獎：圖書禮卷 12,000 元 + 獎狀乙紙
銀牌獎：圖書禮卷 8,000 元 + 獎狀乙紙
銅牌獎：圖書禮卷 6,000 元 + 獎狀乙紙
3. 獎狀於競賽結束後郵寄至各校予指導老師，委請指導老師協助轉發
給學生。
八、 學員注意事項：
1. 因課程需實際操作，請學員自備筆電(含無線網卡)。
2. 經線上報名成功而不克參加者，請於開課前 3 日聯繫取消課程。
3. 本活動免報名費。
4. 競賽使用素材：
(1) 由參賽者自製。
(2) 使用 Scratch 程式內建素材。
(3) 主辦單位提供 PM2.5 微型感測器 SenCu-PM2.5 供學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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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聯絡窗口：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慢性疾病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聯絡人：何雅雯小姐，電話：(05)3628800 分機 2351，
電子信箱：ywho@mail.cgust.edu.tw
地址：61363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2 號
活動網址：https://ppt.cc/fVAhhx
十、 議程：
第一階段：空污 PM2.5 微型感測器工作坊
時間：108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三)
地點：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A 棟 7 樓 60 人會議室
時間

主題

講者

12:30~12:50

報到

12:50~13:00

主任致詞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

13:00~14:30

研究中心

PM2.5 微型感測器原理介紹

陳思穎助理研究員
謝依潔助理研究員
休息

14:30~14:50
14:50~16:20

PM2.5 微型感測器暨 Scratch 程式

陳思穎助理研究員

語言專題實作與示範教學

謝依潔助理研究員

16:20~17:00 PM2.5 微型感測器分組實際演練
Q &A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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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穎助理研究員
謝依潔助理研究員

第二階段：PM2.5 微型感測器創意設計競賽
時間：108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三)
地點：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A 棟 7 樓 60 人會議室
時間

主題

評審

12:30~12:50

選手報到

12:50~13:00

主任致詞及說明競賽規則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
研究中心

13:00~15:00

分組競賽 I

吳建明研究員
劉怡均副研究員
陳思穎助理研究員
休息

15:00~15:10

吳建明研究員
15:10~16:30

分組競賽 II

劉怡均副研究員
陳思穎助理研究員

16:30~17:00

頒獎

分部主任/紀妙青主任
賦歸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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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通資訊：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仁和里一鄰嘉朴路西段 2 號

1. 搭乘台鐵至嘉義火車站
計程車：嘉義火車站→長庚科大嘉義分部
公車：
嘉義火車站前站：可搭乘嘉義縣公車『往朴子路線』於『縣府站』
下車，步行至本校嘉義分部約 2 分鐘。
嘉義火車站後站：可搭乘 BRT 高鐵接駁車『往朴子路線』於『縣
府站』下車，步行至本校嘉義分部約 2 分鐘。
2. 搭乘高鐵至嘉義太保高鐵站
計程車：嘉義高鐵站 → 長庚科大嘉義分部
BRT 高鐵接駁車：
可於 2 號出口搭乘 BRT 高鐵接駁車『往朴子路線』於『縣府站』下
車，步行至本校嘉義分部約 2 分鐘。
3. 自行開車
請參照「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地理位置圖」(如上
圖)；車輛可開進學校停車場停放，免收停車費用。

5

附件一

空污PM2.5微型感測器工作坊暨創意設計競賽
作品概述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1

摘要

2

作品應用/發想說明

(可說明作品應用及創意發想來源)

3

設計構想

(可描述設計功能及作用，亦可加入設計圖輔佐說明)

4

預計實作結果

5

結論

※備註：請於10/31前回傳，E-mail至ywho@mail.cg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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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空污 PM2.5 微型感測器工作坊暨創意設計競賽 報名表
一、 基本資料
參賽學校名稱
組隊隊名
姓名

年級

學生 (一)
是否有 Scratch 程式語言基礎：□有
姓名

□無

年級

學生 (二)
是否有 Scratch 程式語言基礎：□有
姓名

□無

年級

學生 (三)
是否有 Scratch 程式語言基礎：□有
姓名

□無

年級

學生 (四)
是否有 Scratch 程式語言基礎：□有
姓名

□無

年級

學生 (五)
是否有 Scratch 程式語言基礎：□有
指導教師

□無

姓名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備註：
1. 報名時間至 9 月 27 日止。
2. 請指導教師協助學生代為報名，填妥報名表回傳至 ywho@mail.cgust.edu.tw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