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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高峰會

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



2020 面對疫情，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疫情之後，2021 的我們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
2030 的未來教育會是什麼樣的？
 
然而，面對教育市場數位混成的衝擊
國內需要一個與國際對接的教育科技產業行銷展會
如何幫助學習產業跨域、整合、躍升
走向全球教育市場與之接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

2020 METAEDU SUMMIT 智慧教育高峰會以

             「全球趨勢掌握」
             「優良業者展示」
             「國際品牌打造」
             「採購合作對話」
     「創新點子擷獲」

五大核心主軸，提出未來的學習模式與服務，
並集合臺灣智慧學習產業，向國際展現智慧學習國家隊的實力。



METAEDU 由「META」和「EDU」 兩個片段組成；其中 META 表示超越，象徵「多元」和「多變」的意思。

EDU 則是 Education 教育的縮寫意思；兩者合起來，代表了智慧學習產業必須準備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象徵未來教育 將會以多軌的數位混成技術與應用服務所建構出虛擬與現實融合的學習世界。

每個單字亦代表著整體智慧學習產業的相關名詞 Massive 蓬勃丶 Education 教育、Technology 科技、Assembly 整合、Export 輸出丶

Development 發展、Universe 宇宙，取其名詞的首個單字子母，

代表本計畫將提供—系列混成的數位應用服務，協助產業提升數位能力，

並與國際市場接軌。

我們準備好面對未來的教育嗎？

ABOUT US



GLOBAL THEME

全球趨勢掌握 優良業者展示 國際品牌打造 採購合作對話 創新點子擷取



SUMMIT FEATURES

全球市場趨勢報告 國際成功典範分享 創新產品數位展示 教育專家名人論壇

國際重量專家連線分析全球教

育市場產業的趨勢與報告，提

供第一手最新的市場資訊，統

計資料與分析，並探討幾個新

興市場的教育科技情報、在地

產業現況、新創教育公司、推

估如全球或區域性的市場報告

等最新數據。

遴選出近年來成功跨出國際

合作的教育科技的相關企業

代表、教育學術單位，依照其

創新性、市場潛力、規模性、

擴散與複製性等，頒獎致謝表

揚該單位的優秀表現與經典範

例，並分享成功模式與未來推

廣到其他市場的可能性。

提供國內教育科技業者免費的

現場實體的攤位展示行銷之

外，並設置平台網頁作為長期

的整合數位行銷、同時亦有設

計一對一預約線上商談機制提

供海外買主與國內廠商的合作

機會，藉此能整體提升台灣教

育科技產業行銷能量。

邀請國內外名人、專家、產業

先進、教育學者、現場老師與

教育工作者等與會分享討論所

看到的未來趨勢與教育現場的

洞悉研究，以多元化的教育觀

點探討未來世代可能會面臨到

的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與可

行性的策略。



ATTENDEE INFORMATION
今年展會將以『後疫情的時代的教育』為主題，來提出可能的未來的學習模式，並集合臺灣智慧教育產業的實力，整體表現國家隊的實力。

32 60 500攤位 企業 觀展人數

國內外採購商

展前行銷宣傳至分佈於東南亞、歐洲、
印度、中南美洲等超過 2000 筆的資通
訊科技與教育經銷商，邀請參與線上展
會與一對一預約商談。

科技教育業者

邀請超過40家科技教育業者，產品涵蓋軟硬體、教學內容、
學習平台、K12 教育、STEAM 教育、人才培訓、系統整合
等多元化廠商。

學校教職人員

將發函公文給全臺 22 縣市，超過 500 校，
1000 位教職人員，並提供研習時數給需要的教
職老師。

縣市政府教育單位

發函給教育局處等各級機關，與企業、
教育專家了解最新產品趨勢。



PROGRAM AGENDA
11 月 25 日 ( 三 ) 9:00-16:30  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

9:00-9:30

9:30-9:40

9:40-10:10

10:10-10:50

10:5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13:3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30

開放報到

貴賓致詞

智慧學習典範案例致謝儀式暨專書發表

創新資訊科技與智慧教育 

全球教育科技市場趨勢報告 HolonIQ 

休息茶敘 

走在世界教育前端，讓玩具變成教具，培養動手
創意實踐力

參觀與交流 

Back to the Future: 
Education Lessons for the Post-COVID 19 New Normal

國際教育市場輸出成果分享

打造改變世界的平台，全球學校如何直播不停學

AI 智慧學習新樣態，國際頂尖學校如何用
科技學習

國際化事業進行式，如何強化語言能力與
全球共學接軌

休息茶敘 

全球 STEAM 教育潮，圖書品牌如何深耕
全球市場 

結語賦歸

【注意事項】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活動現場將提供酒精消毒手部、量測體溫及配戴口罩的措施，為參加者的報到狀況造冊記錄，並禁止體溫超過 37.5 者入場。

HolonIQ 共同執行長與共同創辦人 / Patrick Brothers  

神通資訊科技 / 丁玉成 副總經理

智高實業 / 張孟涓 副總經理

Minerva Project / Kenn Ross 亞洲區總裁

 圓展科技 / 陳佳珩＆榮豪盛 專案經理

LiveABC 希伯崙 / 黃華盈 互動英語教學總監

網奕資訊科技 / 吳權威 創辦人

 勁園教育 / 范文豪 董事長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 莊芳甄 主任



OUR SPEAKERS

神通資訊科技
丁玉成 副總經理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莊芳甄 主任 

智高實業
張孟涓 副總經理

HolonIQ 創辦人
Patrick Brothers

圓展科技
陳佳珩 專案經理

Minerva Project 亞洲區總裁
 Kenn Ross 

 網奕資訊科技 
吳權威 創辦人 

勁園教育集團
范文豪 董事長

LiveABC
黃華盈教學總監

圓展科技
榮豪盛 專案經理



EXHIBITORS

盛源精密 宜眾資訊 智高實業 英閱音躍 仁安資訊 漫話科技 圓展科技 必揚實境科技

智捷 伊雲谷數位科技 奇勤科技 精英電腦 超越智能科技 慧手科技 六書堂數位學習 三緯國際

恆鼎科技 網奕資訊科技 迪威智能 希伯崙 鯨魚國際機器人 神通資訊科技 醫諾華醫學科技 勁園國際

乂迪生科技 春水堂科技娛樂 詠裕科技 小孩設計工坊 CodingBar 猿創力程式設計 玩具公會 航見科技



展會模擬示意圖



展會模擬示意圖



洞 悉 全 球 教 育 科 技 產 業 新 趨 勢

智慧教育高峰會 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

11月25日
www.metaedu.org.tw/summit_2020

http://www.metaedu.org.tw/summit_2020/


免費觀展報名 Free Pass Registertion

【注意事項】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活動現場將提供酒精消毒手部、量測體溫及配戴口罩的措施，為參加者的報到狀況造冊記錄，並禁止體溫超過 37.5 者入場。

• 活動時間：2020/11/25( 三 )09:00-16:30

• 活動地點：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 (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

• 入場觀展請事先至上述 QR Code 或點擊至活動網站進行報名，現場採實名制登記領取識別證入場。

• 因場地空間容納有限展攤數量，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觀展、錄取及給票之權利。

• 觀展報名申請聯絡窗口：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郭小姐 chkuo@iii.org.tw  (02)6631-6705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2966884】提供研習時數；亦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協辦單位：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metaedu

歡迎加入 LINE 官方帳號獲取
更多教育科技產業相關訊息。

http://
mailto:chkuo%40iii.org.tw?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