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 

競賽得名名單 

<<第一名>> 

[築夢組] [踏實組] 

作品名稱：情何以看－情緒決策分析系統 

 

適用產業類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林文暉、王冠博、洪舒釩、陳品均、林尚賢 

 

指導老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林財印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林婕 

 

作品簡介： 

為降低在情緒不穩時衝動做決策的風險，本團隊開

發一個情緒分析系統，讓使用者能夠平穩心情，在

理性的狀況做決策。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從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VCz8v3bUn98VweMfid7Bt2s9I3ckw1/view?usp=sharing


<<第二名>> 

[築夢組] [踏實組] 

作品名稱：IMAGINE FASHION 

 

適用產業類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

務業 

 

學生團隊：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陳柏安、曹以青、徐敏庭、顏莫澄、林俐、王鈴

雅、陳裕寬 

 

指導老師：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人工智慧學系 尤濬哲 

 

作品簡介： 

為符合現代人的生活模式，並解決問題，IMAGINE 

FASHION (以下簡稱 IF)提供了三大功能來提升生活

品質。為解決在穿搭上所耗費的大量時間，提供了

衣櫃功能來推薦穿搭；為解決消費者無法在眾多商

品中做出抉擇，IF 提供購物功能來推薦合適的穿

搭；為符合現代人樂於分享的趨勢，IF 提供社群平

台供使用者分享並了解流行。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作品名稱：Tender Helper 標案一把罩-企業分析小幫手 

適用產業類別：支援服務業－從事支援企業或組織營

運之例行性活動（少部分服務家庭）之行業，如租

賃、人力仲介及供應、旅行及相關服務、保全及偵

探、建築物及綠化服務、行政支援服務等。 

 

學生團隊：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雅汝、劉岱宜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賴俞雯、黃逸揚  

 

指導老師： 

多利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周世恩 

 

作品簡介： 

Tender Helper 旨在使用中華民國政府電子採購網中的開

放標案資訊，提供一個更具效率與詳細的資訊揭露，

為公司行號與一般民眾做標案查詢使用，除了期望讓

使用者可快速的在所設計的網站當中瀏覽各項標案資

訊之外，我們更進一步地為企業行號做競爭對手預測

分析，以及搜尋各個企業行號的標案歷史記錄，以圖

表方式詳列相關資訊。 

Tender Helper 作為一個公開的第三方系統平台，解決了

開放資料分散性高，讓資料收集不易；民眾與企業無

法從制式化的查詢資料當中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例如：

分析產業趨勢、競爭對手動向)，以及對企業本身蒐集

資料時流程繁複，耗費大量時間等等問題，以此提升

標案品質達成政府、企業、民眾三贏的局面。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sIPEz7Xu7QlfNy_XLwMULlJcZ1p0r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OLALThHjLGjfj5LRADzeAkQqBrnnmp3/view?usp=sharing


2. 簡報 

3. 網頁 

 

 

<<第三名>> 

[築夢組] [踏實組] 

作品名稱：農夫不流淚 

 

適用產業類別：農、林、漁、牧業 

 

學生團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黃曉妘、羅以嬛、賴姿涵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應用菁英班 張錦程 

 

指導老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人文創意學院 宋文沛院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陳湘湘助理

教授 

 

作品簡介： 

近年來常於新聞報導中看見農作物生產過剩，導致

農產品價格崩跌之消息，而每當此種問題發生時，

政府便嘗試進行各種推廣行銷，甚至指派各行政單

位機關進行採購，但其結果往往收效甚微，亦無法

照顧到所有需要幫助的農民，甚至演變為政治事

件，造成對於辛勤種植的農民二度傷害。為解決此

問題，本團隊在參考媒合式平台模式之後，利用平

台經濟概念，以線上宣傳線下體驗為效果目標，打

造一資訊整合平台，將上述內容透過平台資訊整合

後，結合社群媒體進行內容傳播工作，利用社群媒

作品名稱：大數據農民曆 

 

適用產業類別： 農、林、漁、牧業 

 

學生團隊：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謝皓雲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李泓磊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黎宏睿 

 

指導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詹建發教授 

 

作品簡介： 

使用機器學習、時間序列模型與自創的混合式建模法

建立氣候與產量的模型，並以此預估未來兩年不同作

物在不同市場的菜價與收益的漲跌幅，以作為協助農

民轉作與作物選擇的參考。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91-KwdrGhKvz_JgLOJuPAtQzS2q4Y45/view?usp=sharing
http://104.199.184.154:8000/hom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WkclUtM3--m9tKnuj3gWJLnmIuJNYA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Wr8o9mSMBDDovlaETj71o7B3ebQRWqv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Wr8o9mSMBDDovlaETj71o7B3ebQRWqv
https://haoyunhsieh625.wixsite.com/agriculturalcalender


體的高滲透率來吸引關注，以達到增加宣傳、促進

行銷之目的並利用平台模式延長銷售期間，創造長

尾效應。 

與一般平台模式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希望打破目前

產品上架等待消費者購買的模式，透過類似 104、

8591 等媒合方式提供農民銷售通路，讓買賣雙方能

主動找到對方，藉此增加銷售機會，解決農產滯銷

問題，協助農民透過本平台認識更多客戶，並建立

起長期關係達到增加農民收入之目的。 

透過本平台可達到以下效益: 

1.增加小農與消費者接觸機會，讓小農建立起自己的

客戶名單。 

2.農民可以採預售、批次(根據生產數量)、長期廣告

等銷售方式，也就是說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生產模式

與結果決定每次銷售數量。 

3.提供農民、民眾、商家/企業交流平台，促進多方

交流合作機會，以及具備行銷、推播功能，促進農

產銷售效果。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簡報 

 

<<佳作>> 

[築夢組] [踏實組] 

作品名稱：省省吧 Senba 

 

適用產業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學生團隊： 

國立台北大學 經濟學系 洪莛荃 

作品名稱：好室購 HouseGo-基於 AR 及 Mapbox 之房

屋實價登錄查詢系統 

 

適用產業類別： 不動產業 

 

學生團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mMshZa402uTKmo7DPjnBK8UsuSmBr4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f8wBhNTHmGPpw7mPFCNRjTjXGhM1NwI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吳佩穎 

 

指導老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傅銘傳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洪子桂 

 

作品簡介： 

「哎呦，怎麼又買貴了。」，常常購物時，因為未貨

比三家，導致常常買貴商品，實體賣場又不像電商平

台方便查詢，僅能一家家的翻查 DM、關注賣場活動

做比價，不但曠日費時且無法確定價格資訊的正確

性，如何快速獲得各大賣場價格，以最優惠價格購買

商品呢？「省省吧 Senba」整合各家賣場最新商品價

格，讓你快速且便利獲得你想要的商品價格，還可以

管理消費紀錄、消費回饋、紅利兌換、發票自動兌獎

並匯入您的帳戶，「一樣的商品，當然要選最便宜

的」！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影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陳佩暄、魏逢麟、熊心平、沈士豪 

 

作品簡介： 

藉由 Unity 引擎撰寫包含 AR 及 Mapbox 的技術(類同

於 pokemon go)所實現的房屋實價登錄系統，使用者

可以藉由此手機 APP 來達到在當下位置查看周遭房

屋的價格、年份、內容等等相關資訊的需求，是尋

找房子時的好幫手。同時也提供使用者自行篩選搜

尋房屋的條件(Filter) ，達到更為完善的使用功能。 

APP 畫面的房屋提示以鑽石作為呈現，距離較為靠

近的鑽石及大小會有顏色形狀上等等的變化，以提

示使用者。點擊鑽石可查看該房屋相關資訊，畫面

下方也提供地圖供使用者參考周遭環境，利於尋找

其他房屋資訊。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影片 

作品名稱：智慧暨客製化設計個人養生食譜 APP 

 

適用產業類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台東大學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王舜平、黃冠富、李兆龍、張朔繽 

 

指導老師： 

國立台東大學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陳志

全副教授 

 

作品簡介： 

作品名稱：蚊一知十：登革熱預測系統—以本土登

革熱疫情預測為例 

 

適用產業類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陳宛燕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沈家如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洪宗銘 

 

指導老師：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唐大崙副教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BkbNRLn4xnY1WFSHHy39QV2uKyON-Ym/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ZYnqkNgTg&feature=youtu.b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3rKr8_7ad7y0RZa24y5f2QNL8_aahJ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EGHcW2DVuG0pH8iSD006zfaFEep6W5m?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4AG1sKLGw&feature=youtu.be


我們所開發的養生 APP，除了基本的食譜 、合適的

權限等，我們針對「客製化」與「節氣時令」增加產

品特色，在 APP 內更加入了「節氣」、「叮嚀」等內

容，讓使用者能更好搜尋的到適合自己的養生食譜。 

同時我們也加入了養生相關的報導、健康管理等內

容，讓使用者能在使用 APP 的同時也能閱讀網路上

其他文章，吸收除了食譜外其他的養生知識，讓自己

的生活更加健康！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莊賢智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這是一款預測登革熱疫情的系統，利用龐大的數據

進行分析，運用機器學習的方式找到資料之間彼此

的關聯，再帶入新資料預測未來一週內的疫情狀

況，而單單除了數值上的展現，也利用了 google map 

API 來把整個數據視覺化，讓大家都能夠簡單明瞭

知道疫情的分佈，透過這套系統，來實現人文與數

據的關聯性。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4. 影片 

作品名稱：應運而生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高志豪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洪瑞翎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蕭秩瑄 

 

指導老師：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江亦瑄副教授 

Qsearch 技術中心 趙維孝 

 

作品簡介： 

運用開放資料(Open Data)概念，創建一個以「運動」

作為主題的資料開放平臺，以視覺化圖表提供即時更

新的數據資料，不論時間、地點，在平台中選擇想要

了解的運動項目、運動員或者是運動賽事類別，即可

獲得最新的社群資訊，並可依照使用者需求調整時間

作品名稱：叩叩蛋-敲開你的心 

 

適用產業類別：教育業 

 

學生團隊：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昱彣、徐弘欣、葉昭甫、蕭海舜 

 

指導老師：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明機 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在這個通訊網路發達的時代，人與人之間不再受到

遠近限制，距離越來越沒有意義，卻也同時讓心的

距離越來越遠。而市面上也充斥著許多交友軟體，

大部分的交友軟體只注重「配對」而不在於「引

導」，而叩叩蛋不是為了「匿名」交友而是在彼此有

「基礎」認識的情況下，提供給具有社交焦慮人格

特質、提交社交技巧或想得到多元話題的人，設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nucMNc98ZmhOtOn_98OEhCkHX9yWTL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NmTWS57DU7aqpzVlWqbMmf0b9jBzp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MmWmoMAGnizPNqxalyhxTNOlJ2djzZP
http://163.13.182.105/g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CtEtSJqPQ&feature=youtu.be


區間。 本平台觀測來自 Facebook、Dcard、PTT 三大

台灣主流社群內運動員或是運動賽事的討論聲量變

化，運用社群數據最重要的價值「觀測群眾對議題的

反應」，了解個別人物或事件的熱度，掌握真實反饋

的輿情，是一種透過大量數據蒐集，更準確且更具說

服力的「被動式民調」。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簡報 

出不只給魚吃還教人釣魚的引導機制，讓你不再傻

傻等，敲開他/她的心。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LINE 

3. 影片 

 

<<最佳人氣獎>> 

[築夢組] [踏實組] 

作品名稱：健康在我手，與兒孫一起走，長青的好幫

手。 

 

適用產業類別： 其他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曾子安、曾紹綸、陳寰綸、賴雨康、雍冠軒 

 

作品簡介： 

⾧照，是⼀個⾮常重要且必須要執⾏的議題，但經過

蒐集資料後，我們發現現在的⾧照主要是專注於「發

⽣後」，⽽不是「預防」。因此我們的提案是開發⼀款 

APP，用獨特的誘因吸引長者運動，用大數據保護你

的長青健康，同時滿⾜樂齡族的社交需求。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作品名稱： Tender Helper 標案一把罩-企業分析小幫

手 

 

適用產業類別：支援服務業－從事支援企業或組織營

運之例行性活動（少部分服務家庭）之行業，如租

賃、人力仲介及供應、旅行及相關服務、保全及偵

探、建築物及綠化服務、行政支援服務等。 

 

學生團隊：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雅汝、劉岱宜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賴俞雯、黃逸揚  

 

指導老師： 

多利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周世恩 

 

作品簡介： 

Tender Helper 旨在使用中華民國政府電子採購網中的

開放標案資訊，提供一個更具效率與詳細的資訊揭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GN6sOSyJFgN7SdNAXwdSmT8Gjv3Wu0/view?usp=sharing
https://datastudio.google.com/u/0/reporting/122V6hb34g1fQB1Vt65o03PqSjjyzlFFa/page/LFX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twMT6sxNQcauHWZ6LDiNUzGv2IpEQEQ/view?usp=sharing
https://line.me/R/ti/p/%40372dzuh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aGp44TWXQ&feature=youtu.b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8fD9fwk82n6TcEzDOyBIquNrNPllpLJi


露，為公司行號與一般民眾做標案查詢使用，除了期

望讓使用者可快速的在所設計的網站當中瀏覽各項標

案資訊之外，我們更進一步地為企業行號做競爭對手

預測分析，以及搜尋各個企業行號的標案歷史記錄，

以圖表方式詳列相關資訊。 

Tender Helper 作為一個公開的第三方系統平台，解決

了開放資料分散性高，讓資料收集不易；民眾與企業

無法從制式化的查詢資料當中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例

如：分析產業趨勢、競爭對手動向)，以及對企業本

身蒐集資料時流程繁複，耗費大量時間等等問題，以

此提升標案品質達成政府、企業、民眾三贏的局面。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簡報 

3. 網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OLALThHjLGjfj5LRADzeAkQqBrnnmp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91-KwdrGhKvz_JgLOJuPAtQzS2q4Y45/view?usp=sharing
http://104.199.184.154:8000/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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