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車用電子與車內聯網資安 種子教師研習營(科大&高中職) 

活動背景 

車上的區域網路下的軟體對於汽車的「行駛、轉彎、停車」等基本控制功能的影響正

在增大。例如，汽車廠商使用 CAN Bus 通信或資訊終端 OBDII 來提供門鎖控制、調整

引擎功率、更新軟體等服務。這些車用電子的軟體一旦被駭客成功入侵，很容易產生重大

危害。另外一個威脅是，車輛外部介面的種類越來越多，除了故障診斷功能「OBD-II」和

充電控制介面之外，還包括與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連動的功能等。 

而且，在將來，如果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技術運用到自動駕駛等

功能上，可以通過外部應用程式來控制汽車的無人駕駛汽車的社會型態即將到來，所以，

確保車用資訊安全將變得愈發重要。即使車輛沒有受到攻擊，因為汽車擁有大量的資訊，

各種車用相關服務的多樣化，則意味著只要竊取到有價值的資訊，就能獲取極大的利益。 

活動目的 

➢ 了解最新無人車載具相關技術 

➢ 了解車載匯流排 CAN/LIN Bus 技術與資安議題 

➢ 協助高中職發展「車用電子」相關課程與實驗室能量 

活動時間/地點 

➢ 2020/07/28(二) 場域體驗/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沙崙自駕車場域)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 2 號) 

➢ 2020/07/29(三) 趨勢演講/南台科大 電子系 J401 實驗室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 2020/07/30(四) 實習演練/南台科大 電子系 J401 實驗室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費用：免費 (本活動不提供住宿，僅提供餐點) 

目標對象 
‧ 科技大學& 高中職教師 50 人 

主辦單位 
‧ 南台科大 電子系 

協辦單位 
‧ 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 

‧ 教育部教育部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 

‧ 教育部優化技職-智慧聯網技術開發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 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 國家實驗研究院 

‧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 

‧ 崑山科大 電子系 

‧ 內埔農工、屏東高工、西螺農工、新營高工 

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uVF87m3kqRuu2a1PA 

聯 絡 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 伍奕其 同學 0980-005-058 4a436010@stust.edu.tw  

‧ 唐經洲 教授 tjj@stust.edu.tw 06-2533131 ext 3149 

註 1: 參加者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方可取得合格的種子教師培訓證書 x1，與公務人員訓練時

數證明 (8(一天)/16(兩天)/24(三天)小時)x1： 

(1) 參加課程者必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培訓課程開始前親自簽到，結束後親自簽退。 

(2) 在培訓課程結束之後，參加者必須填答反饋問卷以利後續追蹤。 

註 2: 主辦單位保留報名資格之最後審核權利。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11%E5%8F%B0%E5%8D%97%E5%B8%82%E6%AD%B8%E4%BB%81%E5%8D%80%E6%AD%B8%E4%BB%81%E5%8D%81%E4%B8%89%E8%B7%AF2%E8%99%9F/@22.9249597,120.2837209,15z/data=!4m5!3m4!1s0x346e73a8e17742d5:0xfe9353a825f78dd2!8m2!3d22.9235865!4d120.2888
https://www.google.com/maps/@23.0254548,120.2243053,17z
https://www.google.com/maps/@23.0254548,120.2243053,17z
https://forms.gle/uVF87m3kqRuu2a1PA
mailto:4a037025@stust.edu.tw
mailto:tjj@stust.edu.tw


 

第一天 2020/07/28(二): 場域體驗 

時     間 場 次 活動內容 

09:10–10:00 
報到: 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沙崙自駕車場域)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 2

號) 

10:00 –10:20 
開幕致詞: 南台科大 電子系 余兆棠 主任 

活動說明: 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教授 

10:20–12:00 第一場 

講  題：汽車電子產業趨勢與技術發展之挑戰 

主講人：車用電子協會 張子明 副理事長  

主持人：南台 電子系 唐經洲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二場 

講  題：車子是電腦在開的還是人在開的?淺談車內聯網資安 

主講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 教授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4:00–14:20 Break 

14:20–15:30 第三場 

講  題：聯網自駕巴士解決方案  

主講人：工研院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車載資通訊與控制系統組 曾蕙

如 副經理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5:30-16:30 第四場 

講  題：影像處理技術於交通運輸之應用 

主講人：高雄科技大學 陳朝烈 教授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6:30-18:00 第五場 
參觀沙崙自駕車場域   

國研院企劃室 張龍耀 博士 

18:00–18:30 第六場 Q & A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11%E5%8F%B0%E5%8D%97%E5%B8%82%E6%AD%B8%E4%BB%81%E5%8D%80%E6%AD%B8%E4%BB%81%E5%8D%81%E4%B8%89%E8%B7%AF2%E8%99%9F/@22.9249597,120.2837209,15z/data=!4m5!3m4!1s0x346e73a8e17742d5:0xfe9353a825f78dd2!8m2!3d22.9235865!4d120.2888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11%E5%8F%B0%E5%8D%97%E5%B8%82%E6%AD%B8%E4%BB%81%E5%8D%80%E6%AD%B8%E4%BB%81%E5%8D%81%E4%B8%89%E8%B7%AF2%E8%99%9F/@22.9249597,120.2837209,15z/data=!4m5!3m4!1s0x346e73a8e17742d5:0xfe9353a825f78dd2!8m2!3d22.9235865!4d120.2888


 

第二天 2020/07/29(三): 趨勢演講 

時     間 場 次 活動內容 

08:30–09:10 報到: 南台科大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J401 實驗室 

09:10–10:30 第一場 

講  題：智慧駕駛之研究 

主講人：成功大學電機系 莊智清 教授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 唐經洲 教授 

10:30–10:40 Break 

10:40–12:00 第二場 

講  題：車內聯網 CAN Bus 簡介 

主講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教授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三場 

講  題：孕龍 CAN Bus 邏輯分析儀介紹 

主講人：zeroplus (孕龍科技) 工程師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4:00–14:30 Break 

14:30–15:30 第四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介紹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5:30–16:40 第五場 

講  題：從影像辨識與機器學習技術談車輛的自動駕駛 

主講人：南台科大 資工系 吳建中 教授 

主持人：崑山科大 電子系 張培華 教授 

16:40–17:30 第六場 
Q & A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教授 

 
 



 
第三天 2020/07/30(四): 實習演練 

時     間 場 次 活動內容 

08:30–09:10 報到: 南台科大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J401 實驗室 

09:10–10:00 第一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軟體環境(一)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0:00–10:20 Break 

10:20–11:10 第二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軟體環境(二)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1:10–12:00 第三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基本 IO (一)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四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基本 IO (二)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4:00–14:30 Break 

14:30–15:30 第五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CAN Bus 控

制實習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5:30–16:40 第六場 

講  題：CAN Bus CS 8959 EVB 實習板實習—綜合實習 

主講人：瑞麗系統 洪志燈 工程師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田子坤 教授 

16:40–17:30 第七場 
Q & A 
主持人：南台科大 電子系 唐經洲教授 

 



 
 
 
 
 
 
 
 
 
 
 
 
 
 
 
 
 
 
 
 
 
 
 
 
 
 
 
 

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 (沙崙自駕車場域) 



 

 
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 (沙崙自駕車場域) 位置 



南台科大校內地圖 

 

 

J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