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 

競賽得獎名單 

<<第一名>> 

攻頂組 踏實組 築夢組 

 

作品名稱：UniLife 客製化生活資訊推薦平台 

  

適用產業類別：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學生團隊：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游弘宇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朱銘芳 

 

作品名稱：情感廣播電台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系  

徐浩量、吳子成、何名斌 

 

作品名稱：B2B 供「合」國-區塊鏈智慧型雙向

媒合新型供應鏈雲端服務 

 

適用產業類別：批發及零售業  

 

學生團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理系 褚心琪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林伊嬋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系 邵芷宣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符嘉

尹 

 

指導老師：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服務科學研究所

林聖芬教授 

 

作品簡介：  

UniLife 基於能夠精準辨識文章內容並分類的文

章辨識系統，以及客製化推薦演算法，根據不

同用戶各自的興趣、生活圈、社群，推播最攸

關用戶的資訊，打造個性化的在地生活資訊平

台，以期解決世人長期遭受資訊轟炸之苦。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址 

4. 影片 

 

指導老師：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系 劉明機副教授 

 

作品簡介：  

現代的人們相比面對面的交流，更青睞於使用

社群媒體。然而，這樣的社交方式是孤獨的，

缺少了陪伴的感覺。因此我們設計了一款 APP

「情感廣播電台」，安裝於女媧創造公司開發

的凱比機器人上。此 APP 可以對社群媒體網站

「Dcard」中心情看板的文章進行處理，為其添

加語音和動作，再藉由機器人生動可愛地表現

出來。我們希望通過這種具象化的心情傳遞，

消去使用者的孤獨感，給使用者一種有人陪在

自己身邊的感覺。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實體作品為機器人 

3. 影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 鄭舜

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李冠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高千惠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褚心媛、林子瑄 

 

指導老師：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葉俊亨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理系 潘郁仁副教

授 

 

作品簡介：  

B2B 供合國是一個旨在協助供應商和終端合作

者及終端合作者之間進行雙向媒合的平台，每

筆交易的數據資料經過統計分析，將呈現出一

份績效報告，透過以協同過濾系統為基礎打造

的推薦系統，搭配此績效報告可以向終端合作

者提供合作廠商的參考，供應商也能藉由上架

商品來尋找更多的終端合作攤商；在訂貨方

面，我們經由組合多個中小型商家的少量訂

單，以數量優勢來換取終端合作者的議價空

間，另一方面供應商也能因此銷售出更多的商

品。同時本平台也提供溝通訂貨系統，在討論

交易的細節及下訂單時能更容易操作，後台也

會自動記錄相關資訊，付款的部分我們採用區

塊鏈智慧合約技術，能夠達到當日結算之效

果，提升資金周轉速度。根據上述提到的功

能，此平台能夠整合供應鏈的上下游，打造資

訊透明平等的交易環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5VN1KN5Sc5LIlukecA3oejJeyHYVaw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5VN1KN5Sc5LIlukecA3oejJeyHYVaw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nVXZzFAHIlNfc7YZvXAQzsU4VKn2zxe/view?usp=sharing
https://supr.link/5q5jt
https://youtu.be/XlfRrc9RXt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x4JEkTEHrhvh4iQ4wTfuwhiTp5Nlzwm/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TCAmYWTOCBM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第二名>> 

攻頂組 踏實組 築夢組 

 

 

作品名稱：智慧交通整合平台－台中大學 EZ Go  

 

適用產業類別：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

全 
  

學生團隊： 

國立中興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陳鴻文、伍振聖、徐瑞鴻、廖于葶、鄭宇媃、陳

柔廷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許駿暉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moodyMons 情緒日記－AI 語音情緒

辨識 APP 

 

適用產業類別：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林祐丞、伍欣湉、吳孟耘、吳冠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黃亞勻、高瑀君 

 

作品名稱：Green Finger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宜樺、劉泫妤、張

家瑜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安慶瑜、陳沛妤 

 

指導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x8krjLQwt3tRkfine9WWuFy6OP0ri2F/view?usp=sharing


國立中興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王瑞德教授、鄭菲菲教授 

 

作品簡介： 

如何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一直是社會重要課題

與焦點，也是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持續精進、改善

的目標之一。然而，許多國人為方便活動，不少

人以機車為主要代步工具，尤其剛滿 18 歲考取

駕照的大學生，初入大學對周邊道路環境不熟

悉而容易成為車禍高危險群，如遇突發狀況時

常措手不及而導致悲劇發生。根據統計，近五年

全國平均每周約 6.1位大學生因車禍事故而喪失

綻放生命的機會；甚者，探究我國 2021 年 1～

10 月之都市交通事故統計，臺中市的大學生因

交通事故喪命人數共有 45 位，為六都中最高。 

為解決此社會問題，本團隊：「科技興櫃派」運

用交通相關之 OpenData 進行大數據分析，透過

最平易近人的通訊軟體⎯LINE 官方帳號，開發

【智慧交通整合平台 - 台中大學 EZ Go】智慧

諮詢機器人（簡稱 Chatbot），為臺中市的 17 所

大學院校之學生提供大學周邊肇事熱點分析與

應用其他相關交通服務，如大眾運輸資訊與停

車位查詢等功能，使臺中的大學生能快速獲得

交通資訊的管道，並促進學區道路交通安全。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LINE 

 

指導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戴碧如副教授 

 

作品簡介：  

你經常覺得心情低落卻不知道自己怎麼了嗎？

那麼，快來使用 moodyMons！讓我聽懂你的心

~~~ moodyMons 是一款專為想要理解自己心情

波動的人所設計之語音情緒辨識 APP，結合邊

緣運算與人工智慧，提供行動裝置語音即時辨

識情緒的功能。你只需要對 moodyMons 開

口，就能馬上得知當下的情緒，還可瀏覽周分

析與月分析圖表，追蹤長期的情緒變化，讓可

愛的情緒怪獸陪著你，一起學習與情緒共處

吧！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APP 安裝檔 

4. 影片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電機工程學系 洪耀正

副教授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蔡國鼎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我們 Green Finger 的功能最主要是植物的拍照

識別功能，運用的是 AI 和大數據分析的技

術，進行比對不知名植物並判斷分析出植物種

類。而我們上傳的植物照片可獲取相同的手繪

植物及植物相關介紹，也會同步種植在 Green 

Finger 的虛擬植物園裡，另外還設有討論區，

讓用戶詢問及討論種植時或使用程式時遇到的

問題。不僅如此，為了鼓勵用戶上傳植物照

片，Green Finger 設有獎勵機制，可得到虛擬貨

幣，虛擬貨幣可購買虛擬商店裡的商品，更可

以至園藝店換購實體商品，另外還有 AR 擴增

實境，可以模擬植物的成長樣貌。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_mmGyVyax1FKaZYPffL9HC_p3I8jUgi/view?usp=sharing
https://line.me/R/ti/p/%40274tkoyi
https://line.me/R/ti/p/%40274tkoyi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eP7rjzlqntgAonYRN7bQRpmgoHKp_7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BOjDGhSZsLtpVsthJc-6YF7RP96dv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BOjDGhSZsLtpVsthJc-6YF7RP96dv8?usp=sharing
https://youtu.be/edo2S2pQgjU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Aa4wIXb07LhOCNuXUzL_sNFUPIGuyPV/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H2BAqwnckro


4. 影片 

<<第三名>> 

攻頂組  

踏實組 

(以下 2 件作品並列該組第三名) 

築夢組 

 

作品名稱：登月攝險 

 

適用產業類別：支援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班 

謝喬安、戴君穎、許婉容、李岑晏、陳品豪 

 

指導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黃偉茹副教授、李子璋副教授 

 

 

作品名稱：Netflix 原創影集評價整合平台-

Noppo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簡紹翔、蔡昀璉、郭玫均、李宜庭、石妤喬 

 

指導老師： 

國立清華大學 服務科學研究所 林福仁教授 

 

 
作品名稱：Tree Hole—婚姻的解憂樹洞 
 

適用產業類別：其他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江允菡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戴昀潔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胡采璇 

國立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系         吳唯禎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洪乙君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陳泓吟 

 

https://youtu.be/773wpyMBnbM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解巽評副教授 

 

作品簡介：  

田寮月世界是具有發展潛力的惡地景點，然而

缺乏有效的規劃以及與周邊景點的串聯，導致

其在臺灣眾多優質自然景點前缺乏觀光競爭

力。本團隊透過【H22 區域研究及地理】內

【臺灣旅遊狀況調查】之大數據資料，分析及

了解臺灣旅遊觀光市場，分析遊客喜歡的旅遊

形態和活動體驗，並對田寮區的自然、社會經

濟、人文資源進行盤點與串聯，規劃出一個具

有當地特色且富有吸引力的觀光路線，期望能

提振田寮與月世界的觀光旅次。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4. 影片 

作品簡介： 

觀察到後疫情時代線上付費影音平台的崛起，

以及認知到影評網站之於觀眾的重要性，同時

在平日收看影劇時，發覺觀眾需要反覆、多方

參考多個影評網站此痛點，本組從 Netflix 的原

創影劇作為切入點，打造了一個整合各大社群

以及影評網站資訊的平台 Noppo，期望為台灣

觀眾打造資訊最豐富透明的影評網站。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指導老師：無 

 

作品簡介：  

透過大數據配對同類夥伴以及社群力量，化身

成讓人可以安心傾訴煩惱的樹洞，解決婚姻中

的煩憂。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8xLX3Fh0ncaGmXYPEXQ90gfUawtVV2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U4Nys8yTVRJP3AoVu0khLC6CIlwNsi5?usp=sharing
https://tianliaophotography.weebly.com/
https://youtu.be/RJSKuvSMIJ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wZ1aWWjwy-D333PJnmqlMkcjTC_Ts82/view?usp=sharing
https://share.streamlit.io/shaoxiangchien/noppo/main/netflix_comment.py
https://share.streamlit.io/shaoxiangchien/noppo/main/netflix_comment.p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eZG-8ygBtXACWHd5rYXvA9UScuBuYmT/view?usp=sharing


作品名稱：DrawBot 塗鴉機器人 

 

適用產業類別：教育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張瑋菱、游子誼、康菱芷、吳姿潁、陳雨彤、

李旻晴 

 

指導老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蔡智孝副教授 

 

作品簡介：  

DrawBot 是一款兼具 AI 語義分割轉換圖片與線

上著色的網站。 提供使用者於任何時間地點

上傳圖片後，轉換為油畫風格的著色圖與對應

著色色塊參考圖。使用者可選擇下載後列印手

動著色，亦或是利用線上著色，同時，也提供

旅客及學生台灣各地景點圖，在享受著色的樂

趣時認識臺灣！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4cp9sk_FSaR3fwHlTysat1-iY_CAzP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RSQWGwBKaYXvqnabO4QfapmaCSwyzrS?usp=sharing
http://120.127.25.39/


 



<<佳作>> 

攻頂組 踏實組 築夢組 

 

作品名稱：應用資訊擷取技術於專業案例分析

與健康諮詢問答小幫手 

 

適用產業類別：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王柏舜、王煜惟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陳永齊、吳令宜 

 

指導老師：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鄞宗賢副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 阮俊能臨床

 

作品名稱：Focus 福課使：透過網路攝影機與

機器學習，掌握數位學習狀態 

 

適用產業類別：教育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陳怡升、羅國平、林芝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游毓堂 

 

指導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曾元顯教授 

 

 

作品名稱：Come 背客──旅遊行為最適化使

用者人文之旅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徐浚凱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徐子桓、蘇于容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吳敬家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雷元泰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鄭佩琳           

 

指導老師：無 

 



副教授 

 

作品簡介： 

網路資訊的豐富程度無法想像，當中也包括各

醫療對話中所蘊含的資訊。倘若這些案例能夠

經過有效的處理並歸納，能夠更有效提供不同

了解專業問題脈絡程度的人們做知識的補充，

又或者提供使用者一個推薦的看診方向。因此

在這次的作品中運用這些獲取到的資訊，整合

了資工的數據分析、資料庫設計和知識工程等

技術與醫事字典中病患情況與醫事處理問題的

知識，讓各式使用者都能夠經由互動式線上教

學系統互動的過程中獲得有效的處裡策略、各

種情況的發生可能與邏輯知識，我們將此次的

系統部署於即時通訊平台-LINE，以 LINE 的

形式呈現並與使用者進行即時回應等之互動。

而這些策略是由我們所建設的知識庫中所提

供，目前提供最佳 “推薦” 的該健康諮詢診

療科別、決策樹的生成與各節點可視化等功

能。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LINE 

作品簡介：  

「Focus 福課使」是一套透過網頁與網路攝影

機來獲得使用者眼球運動軌跡、臉部情緒、精

神狀態、表情正面程度的服務。這款服務奠基

於大數據資料庫以及機器學習的模型訓練，希

望能夠在這個網路時代裡，為使用者、服務提

供者提供更多量化數據以及可能性，打造更有

溫度的學習與回饋環境。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網頁 

3. 影片  

作品簡介： 
本產品為一款旅遊類型 app，旨在讓旅人能邊

走邊享受所到之處的人文軼事、歷史沿革，透

過在地發生的故事深度探訪，不需要耗費大筆

時間在行前自己上網查資料，也能享受一段輕

鬆知性的旅程。讓旅行不再只有玩樂，而能以

在地視角體驗當地的步調，旅人或許能以彷彿

許久未歸的歸人自處，用心感受腳下土地的溫

度。 同時，app 中除了基本功能如景點故事、

推薦景點、推薦交通方式、在地嚮導之外，更

融入了可讓使用者深入探索地方文史的城市尋

寶體驗。期望能在旅遊的同時，也達到地方創

生的效果。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COa2tEt0jkHeYA-AfUxvKu6yRCP3WH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T43YOneAYh-oLGz-jcF4t4kAmKbobNv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nOhSk_ExGXOp8voc10eo0hloUHCJjk8/view?usp=sharing
https://focus.gif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ncBGktas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fp9f9i1TH8STRAYTkU8XbvAevF0Gtc-/view?usp=sharing


 

作品名稱：深度導覽通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所 

劉耿宇、郝大為、林冠廷 

 

指導老師：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所兼計資中心主任 陳

育毅教授 

 

作品簡介： 

我們藉由開發一款 Line 的聊天機器人，以導覽

員的經驗做為參考基礎，並分析團體導覽的需

求，來解決解說員在面對團體導覽時所遇到的

種種困難，我們相較於一般普通的 App，直接透

過即時通訊軟體 Line，將提高使用者觸及率和使

用便捷性，同時在開發成本方面上較 App 便宜，

也不需要額外的下載成本，期望透過數位科技

 

作品名稱：人流放大鏡 

 

適用產業類別：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學生團隊：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魏敏如、陳孜昀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政洋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系   林源煜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偉倫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宜勳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陳柏禎 

 

指導老師：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鄭子長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系   林錦德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本團隊的產品為「人流放大鏡」，人流放大鏡

以 LINE 作為媒介並且以「預測人流、推薦替

代景點」為出發點，除了提供查詢人流，同時

 

作品名稱：MoodLight 心晴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許青純、郭怡均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陳庭

瑤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袁文心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思研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許青芸 

 

指導老師： 

國立臺灣大學 臺大寫作中心 李維晏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楊東謀副教授 

 

作品簡介：  

MoodLight 心晴，為一款能記錄日常情緒，並

推薦活動讓使用者改善負面心情的 APP。特色

為方便使用者簡易快速撰寫日記，以及提供最



來幫助導覽員與遊客在進行導覽服務流程中更

加順利，除了提升整體在團體旅遊時的導覽品

質之外，同時也滿足遊客在人文深度體驗上的

需求。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Line 

也提供體感溫度、降雨機率和濕度，讓使用者

出門前就可以輕鬆獲取資訊來幫助決策，若遇

到人潮擁擠的景點，系統也會另外推薦附近景

點供使用者選擇。本產品不管是在防疫安全、

人文推廣、科技方便生活，三方面均有實質的

幫助，契合本比賽所追求的三大元素「疫情、

人文、科技」。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LINE 

4. 影片 

即時且客製化的快樂清單推薦。希望透過

MoodLight 心晴，能讓使用者適時紓解負面情

緒，也在收集快樂的同時，逐漸點亮內心的黑

暗世界！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作品名稱：Home Homie 大學生居住位址推薦網  

 

適用產業類別：住宿及餐飲業 

 

學生團隊：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作品名稱：網路霸凌守門員-打造更安全的網路

世界 

 

適用產業類別：教育業  

 

學生團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gH5vfyrwvvi7ruwIEudowdvgKfXPwP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O_o5PjaRgzPELjH9b6E4AdY2e6XYPj1/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9U5C5fpWkk2_kcAg-rKd8yxazEPLDPR/view?usp=sharing
https://github.com/Microfish31/PeopleFlow_Magnifie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rv1ptsig-MIceumTN53JaMWFN8WzCRJ
https://youtu.be/pQlOW8QXW4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d5LjqYU55s4mYU5SbSbZSXeF5HcIUxB/view?usp=sharing


周冠妤、何薇儀、張育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黃炯中 

 

指導老師：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區國良副教

授 

 

作品簡介： 

為了減少租房中挾帶的許多人文及社會問題，

以及住屋品質對於學生身心的危害情形，我們

決定設計新竹市大專生租房推薦網頁，提供學

生選擇適當的居住環境資訊。該網頁提供來訪

者可以依照自己預期的租房租金、對於租房處

不同的期許，選取相對應的符合要求，網頁會

根據來訪者選定之選項提供適當的租房建議，

並提供曾居住者的意見回饋與滿意度，利用分

析出的結果，結合政府開放資料中的租屋實價

登錄等資料一併提供給來訪者，讓來訪者可以

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合適的租屋位址，同時也

能先行了解此租屋位址的周遭狀況。目前國內

大專院校雖然提供宿舍予學生使用，然而仍有

極大比例的學生選擇校外租屋，若相關單位藉

此瞭解學生租屋特性，可為未來及擬定相關政

策之參考。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網頁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鄭雅綿、吳貫綸、吳東儒、黃慧蓮、張培莉、 

林汪鴻宇 

 

指導老師： 

東吳大學 資料科學系 蔡芸琤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藉由【網路霸凌糾察員】及【留言守門員】，

打造更安全的網路世界，讓大家更了解網路霸

凌的同時，減少網路霸凌事件的發生！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Chrome 瀏覽器擴充套件 

4. 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cPp5OVn4flrTFsqpcLu2B1uu8UDw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POZMHZHWzDEehlFUUcPnzieGbdA5GA1?usp=sharing
https://codepen.io/kanmurio406/full/RwjbYgV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Nutnovv_ToR3w2F5JyUU6kPqLNKEPD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rPFEMPBB-b-AN44JQCbTn1HwpjctgoI?usp=sharing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E7%95%99%E8%A8%80%E5%AE%88%E9%96%80%E5%93%A1/camobgknfoooololaicigdapihbhfbki?hl=zh-TW%EF%BC%9B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620avvcb
https://youtu.be/Bb7K9msbWu8


4. 影片 

 

作品名稱：返埕  

 

適用產業類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團隊：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系(語言科技組) 

吳香凝、吳羽旋、林昕彤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詹昶信、莊于申 

 

指導老師：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 朱曼妮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返埕」是一個結合在地歷史文化與 VR 虛擬

實境的作品。以台灣近代代表性畫家郭雪湖的

畫作為導入點，通過描畫大稻埕榮華的「南街

殷賑」開啟一段穿越歷史之旅。玩家可以透過

沉浸式的體驗與互動探索大稻埕，了解大稻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XRof8QtmM


的歷史興衰與茶業文化。 

 

作品連結： 

1. 作品構想書 

2. 雲端 

3. 實體作品為 VR 擴增實境 

4. 影片 

<<最佳人氣獎>> 

攻頂組 踏實組 築夢組 

 

作品名稱：智慧交通整合平台－台中大學 EZ 

Go  

 

適用產業類別：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作品名稱：人流放大鏡 

 

適用產業類別：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學生團隊：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魏敏如、陳孜昀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張政洋 

 

作品名稱：健 Eat-健康及飲食管理助手 

 

適用產業類別：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學生團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劉安祐、蘇語婕、張慈紜、劉雅珊、郭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AsobYhoC2CTRIsUYKsnKgy113VDlR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j6VyLjmNstg_1MCI3todJu533UsjmYA?usp=sharing
https://youtu.be/SFjwHEe-7wQ


學生團隊： 

國立中興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陳鴻文、伍振聖、徐瑞鴻、廖于葶、鄭宇媃、

陳柔廷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許駿暉 

 

指導老師： 

國立中興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王瑞德教授、鄭菲菲教授 

 

作品簡介： 

如何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一直是社會重要課題

與焦點，也是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持續精進、改

善的目標之一。然而，許多國人為方便活動，

不少人以機車為主要代步工具，尤其剛滿 18 歲

考取駕照的大學生，初入大學對周邊道路環境

不熟悉而容易成為車禍高危險群，如遇突發狀

況時常措手不及而導致悲劇發生。根據統計，

近五年全國平均每周約 6.1 位大學生因車禍事

故而喪失綻放生命的機會；甚者，探究我國

2021 年 1～10 月之都市交通事故統計，臺中市

的大學生因交通事故喪命人數共有 45 位，為六

都中最高。 為解決此社會問題，本團隊：「科

技興櫃派」運用交通相關之 OpenData 進行大數

據分析，透過最平易近人的通訊軟體⎯LINE 官

方帳號，開發【智慧交通整合平台 - 台中大學

EZ Go】智慧諮詢機器人（簡稱 Chatbot），為臺

中市的 17 所大學院校之學生提供大學周邊肇事

熱點分析與應用其他相關交通服務，如大眾運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系   林源煜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偉倫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蔡宜勳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陳柏禎 

 

指導老師：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鄭子長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系   林錦德助理教授 

 

作品簡介：  

本團隊的產品為「人流放大鏡」，人流放大鏡

以 LINE 作為媒介並且以「預測人流、推薦替

代景點」為出發點，除了提供查詢人流，同時

也提供體感溫度、降雨機率和濕度，讓使用者

出門前就可以輕鬆獲取資訊來幫助決策，若遇

到人潮擁擠的景點，系統也會另外推薦附近景

點供使用者選擇。本產品不管是在防疫安全、

人文推廣、科技方便生活，三方面均有實質的

幫助，契合本比賽所追求的三大元素「疫情、

人文、科技」。 

 

指導老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劉祐綸助理教

授 

 

作品簡介： 

「健 Eat」主打健康生活與管理，活的規律、活

得健康，App 主要分為五個功能：成分辨識、健

康管理、飲食日記、飲食搜尋及店家推薦，操作

簡單，不管是青少年、壯年還是老年人都可以輕

鬆上手。 



輸資訊與停車位查詢等功能，使臺中的大學生

能快速獲得交通資訊的管道，並促進學區道路

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