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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2022 創新資訊應用展示暨研討會」 

報名簡章 

一、目的 

中華軟協辧理「創新資訊應用展示暨研討會」已邁入第 7 年，以協助資訊及採購人員精準

查找合適的優質軟體產品及解決方案為目的。同時協助經濟部工業局「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

推廣精選優良及創新軟體產品，有效簡化機關及學校採購成本，惟採購平台上架品項多達數萬

項，透過「創新資訊應用展示暨研討會」可讓各機關／採購單位在選購資訊軟體方案前，能有

機會先行瞭解廠商產品內容、功能與服務。 

今年共匯集 62 家以上廠商聯合展出，以實體有感的產品集中展示方式，同時透過各類型

實際案例分享，讓機關/學校/醫療院所及其他適用共契的單位，能快速掌握產品資訊及廠商提

供的服務內容。今年為響應政府「零碳」目標、減少紙張輸出及使用，推出數位名片並結合線

上攤位集點活動，並優化【線上媒合服務】，讓與會者及廠商可更便利使用線上媒洽功能，並

將延續雙論壇模式，讓與會者可自由挑選參與場次及議題，亦提供【展示商品搶先看】，歡迎

至本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觀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isanet) 

本展示暨研討會主要邀請對象為政府機關、學校單位與醫療院所採購、資訊及執行人員，

本活動認列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登錄，現場還有攤位互動遊戲、限量集點好禮、完成媒合抽媒合

禮，及填問卷抽大獎活動，機會難得，名額有限，敬請盡速報名，以免向隅。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三、活動資訊： 

(一)09/30 高雄場：111 年 09 月 30 日(五) 下午 13：30-17：0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3 樓) 

(二)10/14 台中場：111 年 10 月 14 日(五) 下午 13：30-17：00 

集思文心會議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107 號 4 樓) 

(三)10/21 台北場：111 年 10 月 21 日(五) 全日 09：30-17：00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B2 樓) 

四、與會對象： 

➢ 參觀者：各級機關/學校單位/醫療院所採購、資訊、文書、執行人員及主管，或對共契軟
體產品有興趣之人員。 

1. 政府中央和地方公部門(府、院、會、局)等共同供應契約適用機關。 
2. 北、中、南各區公立學校和公營事業等採購、資訊、文書人員及主管。 
3. 對共契軟體產品有興趣之人員。 

➢ 參展商：共同供應契約提供品項之軟體廠商、軟協會員等業者。 

https://www.facebook.com/ci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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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示項目： 

(一) 電腦軟體採購項目 

展示項目 展示廠商名稱 

微軟軟體 

(政府版/教育版)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自由軟體暨開發工具 
台灣數碩軟體股份有限公司(SUSE)、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英特內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庫暨備份工具 
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科技有限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繪圖軟體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虛擬軟體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慧與數據應用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應用軟體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雲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眾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宏碁雲架構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內

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身分識別與存取

管理 

力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曜祥網技股份有限

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網路安全 
中華龍網股份有限公司、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眾至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端點安全 

力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龍網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曜祥網技股份有限公司、宏碁資

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訊息安全 
綠色運算股份有限公司、眾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鎧睿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主機或網站安全 
三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碩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安_安全管理與弱點

評估 

瑞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龍網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三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曜祥網技股份有限公司、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二) 雲端軟體採購項目 

展示項目 展示廠商名稱 

IaaS 雲端虛擬資源服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宏碁雲架構股份有限公司 

EaaS 雲端電子郵件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儲存雲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宏碁雲架構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 ODF 辦公室整合系

統 

雲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內軟體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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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務採購項目 

展示項目 展示廠商名稱 

資安健診服務 
三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網達

先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ODF 實體課程 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 

資通安全威脅偵測管理

(SOC)服務 
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弱點掃描服務 
三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滲透測試服務 
三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網達

先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社交工程郵件測試服務 
三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資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策略數位服務

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防火牆服務 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四) 其他採購項目 

展示項目 展示廠商名稱 

新創採購 雲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堤安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共契採購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慧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動資通

股份有限公司 
 

六、研討會議程： 

今年度研討會延續雙論壇方式舉行，分為「資安雲端」、「智慧應用」論壇，與會者可自由挑

選感興趣之論壇參與，各場次詳細議程請參考附件一。 

七、報名方式： 

(一)自即日起開放網路報名，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二)本活動免費參加，採網路報名或掃描 QR 碼，活動網址：https://reurl.cc/7pj1zl  

(三)報名填具之個人資料，僅限本次報名，除非在符合法律規定之情況下，不作為其他目的

利用。 

(四)研討會時間、場地，如因故變更，將公布於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官網 

(https://www.cisanet.org.tw/)。 

八、連絡窗口：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黃韻靜 (02) 2553-3988#829；abby.huang@cisanet.org.tw 

   

掃描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7pj1zl
https://www.cisanet.org.tw/
mailto:abby.huang@cisa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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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研討會議程 

(一) 09/30 高雄場-高雄國際會議中心(302、307 會議室) 

 

  

  09/30 高雄場次(半日)  

時 間 
資安雲端論壇(302 會議室) 智慧應用論壇(307 會議室) 

議題 主講/主持 議題 主講/主持 

13:00-13:30 報      到 

13:30-13:40 開幕典禮 中華軟協  

13:40-13:55 
落實高權帳號保護 建構身分安

全保壘 

力悅資訊 

(CyberArk) 

創新應用解決方案 EVERY8D 智慧

互動簡訊 
互動資通 

13:55-14:10 
集所有資安防禦於一身，All in 

one 資安神器 

力悅資訊 

(Bitdefender) 

使用 GWS 快速打造雲端備份、備

援架構，讓企業擁有第二顆強心

臟！ 

數位通國際 

14:10-14:25 
遵循 GCB 原則．掌握 VANS

軟體風險，重新定義資安防護 
瑞思資訊 

打造資安零信任環境，確保機敏資

料不外洩 
宏碁資訊 

14:25-14:40 中華電信助您輕鬆上雲：共契

IaaS 介紹與案例分享 
中華電信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4:40-14:55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4:55-15:10 

15:10-15:25 

網擎資訊協助企業躍上雲端 – 

電子郵件、歸檔備份、資安防詐 

All-In-One！ 

網擎資訊 

15:25-15:40 主動式端點資安合規管理平台 中華龍網 以人為本，發展數據科技服務 哈瑪星科技 

15:40-15:55 
team+即時溝通協作平台 打造

M 化行動組織 
互動資通 

當網站遭受攻擊時， 

讓駭客什麼也做不了 
碩壹資訊 

15:55-16:10 
雲端時代之容器運算解決方案 

(K8S) 

台灣數碩 

(SUSE)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6:10-16:25 
從資安服務探討公部門的零信

任架構 
網達先進科技 

16:25-16:50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6:50-17:00 抽獎活動 

17: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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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4 台中場-集思文心會議中心(Ｇ2、G3 會議室)  

  

  10/14 台中場次(半日)  

時 間 
資安雲端論壇(G3 會議室) 智慧應用論壇(G2 會議室) 

議題 主講/主持 議題 主講/主持 

13:00-13:30 報      到 

13:30-13:40 開幕典禮 中華軟協  

13:40-13:55 
落實高權帳號保護 建構身分

安全保壘 

力悅資訊 

(CyberArk) 

創新應用解決方案 EVERY8D 智

慧互動簡訊 
互動資通 

13:55-14:10 
集所有資安防禦於一身，All 

in one 資安神器 

力悅資訊 

(Bitdefender) 

網擎資訊協助企業躍上雲端 – 

電子郵件、歸檔備份、資安防詐 

All-In-One！ 

網擎資訊 

14:10-14:25 
遵循 GCB 原則．掌握 VANS

軟體風險，重新定義資安防護 
瑞思資訊 

打造資安零信任環境，確保機敏

資料不外洩 
宏碁資訊 

14:25-14:40 
中華電信助您輕鬆上雲：共契

IaaS 介紹與案例分享 
中華電信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4:40-14:55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4:55-15:10 

15:10-15:25 共企產品分享 策略數位 

15:25-15:40 主動式端點資安合規管理平台 中華龍網 以人為本，發展數據科技服務 哈瑪星科技 

15:40-15:55 
team+即時溝通協作平台 打

造 M 化行動組織 
互動資通 

當網站遭受攻擊時， 

讓駭客什麼也做不了 
碩壹資訊 

15:55-16:10 
從資安服務探討公部門的零信

任架構 
網達先進科技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6:10-16:25 
雲端時代之容器運算解決方案 

(K8S) 

台灣數碩 

(SUSE) 

16:25-16:50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6:50-17:00 抽獎活動 

17: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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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21 台北場-富邦國際會議中心(C 廳、Ｅ廳) 

  

  10/21 台北場次(全日)  

時 間 

資安雲端論壇(C 廳) 智慧應用論壇(E 廳) 

議題 主講/主持 議題 主講/主持 

09:00-09:30 上午場次報到 

09:30-09:45 開幕典禮 中華軟協  

09:45-10:00 全方位身分安全策略 建構身分安全保壘 
力悅資訊 

(CyberArk) 
上午場次開場 中華軟協 

10:00-10:15 
集所有資安防禦於一身，All in one 資安神

器 

力悅資訊 

(Bitdefender) 

創新應用解決方案 EVERY8D 智慧互動簡

訊 
互動資通 

10:15-10:30 資安威脅與漏洞應用趨勢分享 中華數位科技 從資安服務探討公部門的零信任架構 網達先進科技 

10:30-10:45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虛實整合 X 人機協作，打造全方位自動化

應用服務，孕育企業關鍵競爭力！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 

10:45-11:00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1:00-11:15 

11:15-11:30 智能資安風險管控解決方案 哈瑪星科技 

11:30-11:45 
遵循 GCB 原則．掌握 VANS 軟體風險，重

新定義資安防護 
瑞思資訊 共企產品分享 策略數位 

11:45-12:00 
team+即時溝通協作平台 打造 M 化行動

組織 
互動資通 

打造雲原生的資料分析平台，滿足多樣性

的業務需求 

慧與科技 

(HPE)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15 下午場次開場 

13:15-13:30 主動式端點資安合規管理平台 中華龍網 
在疫情時代下意外成名的 ODF 應用－

ODFWEB 雲端工具 
晟鑫科技 

13:30-13:45 ShareTech 新世代防火牆 眾至資訊 
PinChat 隨掃即聊！一站式民眾互動解決

方案 
堤安移動 

13:45-14:00 未知的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曜祥網技 

(e-SOFT) 
以人為本，提升系統使用者服務體驗 哈瑪星科技 

14:00-14:15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當網站遭受攻擊時，讓駭客什麼也做不了 碩壹資訊 

14:15-14:30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中華電信助您輕鬆上雲：共契 IaaS 介紹與

案例分享 
中華電信 

15:15-15:30 打造資安零信任環境，確保機敏資料不外洩 宏碁資訊 

15:30-15:45 雲端時代之容器運算解決方案 (K8S) 
台灣數碩 

(SUSE) 

15:45-16:00 
ArmorX 主動式未知釣魚誘餌防禦 

APT 制敵於先、新招必剋 
鎧睿全球科技 

16:00-16:45 產品服務展示與交流 

16:45-17:00 抽獎活動 

17: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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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資訊 

(一) 09/30 高雄場-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3 樓) 

 

 

 

 

 

 

 

 

 

 

 

 

 

 

 

 

 

 

【高鐵】 

⚫ 左營高鐵站→捷運美麗島站 (15 分鐘)→轉乘橘線鹽埕埔站(5 分鐘)→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 

⚫ 橘線鹽埕埔站 2 號出口 → 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公車】 

⚫ 本館外公車站牌，站名：歷史博物館站 

⚫ 搭乘 0 南、0 北、25、33、60、76、77、91、214、219、248 公車 

 

【自行開車】 

⚫ 中山高國道一號→中正交流道下→沿中正路直行至中正四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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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5 台中場-集思文心會議中心(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107 號 4 樓) 

 



  

9 

  

(三) 10/21 台北場-富邦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B2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