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資工三B 410619368 黃偉恩

資工三B 410616069 邱建逢

資工三B 410619740 張開

資工三B 410403458 吳旻玲

資工三A 410653914 呂紹瑜

資工三A 410603707 陳彥瑜

資工三A 410615746 黃博彥

資工三B 410613799 郭威廷

109/5/28(四)

15:10-15:40

109/10/15(四)

15:10-15:40

智慧金融

資工三B 410637007 邱郁嵐 劉志俊 主顧509

劉志俊

翁添雄

劉建興

資工三A 410653956 梁峻穎

資工三A 410506890 劉維楷

資工三B 410636962 吳浩元

109/5/28(四)

15:10-15:40

109/10/15(四)

15:10-15:40

盲人路口引導系

統 資工三A 410681098 高逸宸 蔡奇偉 主顧507

蔡奇偉

鄭卉君

方百立

109/5/28(四)

15:10-15:40

109/5/28(四)

15:40-16:10

109/5/28(四)

15:40-16:10

109/10/15(四)

15:10-15:40

109/10/15(四)

15:40-16:10

109/10/15(四)

15:40-16:10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基於聲紋辨識的

使用者身分認證

技術

羅峻旗 主顧504

林浩仁

智慧紅綠燈

主顧504

翁添雄 主顧509

翁添雄

劉志俊

蔡奇偉

羅峻旗

林浩仁

戴自強

林浩仁

羅峻旗

戴自強

樂高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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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A 410636954 陳柏鈞

資工三A 410619376 吳岱錡

資工三A 410637112 鄭傳昱

資工三A 410616289 趙育誠

資工三A 410616093 林秉徽

資工三A 410619334 林勁呈

資工三A 410615982 莊詠丞

109/5/28(四)

16:10-16:40

109/10/15(四)

16:10-16:40

資料庫語法產生

器 資工三B 410508339 楊曉儒 翁添雄 主顧509

翁添雄

劉志俊

蔡奇偉

資工三A 410423961 鄭睿詮

資工三A 410637031 陳聖業

資工三A 410603668 陳品謙

資工三A 410603684 劉文彬

資工三A 410616140 林旻豫

資工三A 410615885 翁聖閔

資工三A 410654156 高偉翔

資工四B 41058444 李旻恩

林浩仁

羅峻旗

蔡奇偉

主顧507

基於UWB的倉儲

自走車

戴自強

劉志俊

翁添雄

戴自強

109/5/28(四)

16:10-16:40

109/10/15(四)

16:10-16:40

109/5/28(四)

16:40-17:10

109/10/15(四)

16:40-17:10

109/5/28(四)

15:40-16:10

109/10/15(四)

15:40-16:10

109/5/28(四)

16:40-17:10

109/10/15(四)

16:40-17:10

旅店APP

林浩仁 主顧504

Rosefit In PU

林浩仁

泡泡狂人

王岱伊 主顧507

王岱伊

鄭卉君

方百立

主顧504

林浩仁

羅峻旗

戴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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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四B 410516173 洪畯秝   

資工三A 410616124 吳孟澤

資工三A 410603765 李柏緯

資工三B 410616085 沈均威

資工三B 410615796 林峻葳

資工三B 410616043 吳育霖

資工三B 410637049 楊孟桓

資工三B 410637081 卓迦元

資工三B 410637140 陳俊名

資工三B 410603692 吳宏崴

資工三B 410616174 侯向甫

資工三B 410654114 李明熹

資工三B 410616378 林淯輿

資工三B 410603731 黃靜心

資工三B 410615924 莊晴棻

資管三B 410636695 吳怡靜

聊天機器人

劉建興 主顧517

主顧517

109/6/4(四)

16:10-16:40

109/10/22(四)

16:10-16:40

109/10/22(四)

15:10-15:40

109/10/22(四)

15:40-16:10

109/6/4(四)

15:40-16:10

主顧513

主顧517

劉建興

戴自強

陸子強

聊天機器人

翁添雄

物聯網之停車場

應用

劉建興

109/6/4(四)

15:10-15:40

109/10/22(四)

15:10-15:40

109/6/4(四)

15:40-16:10

餐點迅速拿

劉建興

主顧507

可協調溝通機器

人

戴自強

劉志俊

翁添雄

戴自強

109/5/28(四)

16:40-17:10

109/10/15(四)

16:40-17:10

旅店APP

翁添雄

109/6/4(四)

15:10-15:40

劉建興

戴自強

陸子強

翁添雄

林浩仁

羅峻旗

劉建興

戴自強

陸子強

主顧513

翁添雄

林浩仁

羅峻旗

109/10/22(四)

15:4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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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B 410603715 王巾赫

資工三B 410637188 王國軒

資工三B 410615940 呂東翰

資工四A 410328802 張威迪

資工三B 410616190 李億剛

資工三B 410603757 李文盛

資工三B 410615819 黃冠智

資工三B 410615754 鄭羽宸

資工三B 410603650 鄭景鴻

資工三B 410603676 詹郁君

資工三B 410615770 張子敏

資工三B 410616297 李宜瑾

109/6/4(四)

15:40-16:10

主顧519

109/10/22(四)

15:10-15:40

109/10/22(四)

16:40-17:10

109/6/4(四)

16:40-17:10

家用智能APP

Malevos Tango

Class

謝孟諺

智慧社區

謝孟諺 主顧519

謝孟諺

滕元翔

蔡奇偉

戴自強

109/6/4(四)

15:10-15:40

謝孟諺

滕元翔

蔡奇偉

109/10/22(四)

15:40-16:10

主顧517

戴自強

劉建興

陸子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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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A 410615916 洪丞賢

資工三A 410636996 黃志源

資工三A 410616182 王葳均

資工三A 410616205 林猷盛

資工三A 410637057 吳旻縉

資工三A 410616077 施怡安

資工三A 410616302 繆芯珮

資工三B 410616116 張馨元

資工三B 410616336 廖詩涵

109/10/22(四)

16:40-17:10

109/6/4(四)

16:40-17:10

109/6/4(四)

16:10-16:40

主顧513

109/10/22(四)

16:10-16:40

林浩仁

翁添雄

羅峻旗

物聯網監控系統

林浩仁

透過樂音生成樂

譜之研究

羅峻旗

羅峻旗

翁添雄

林浩仁

主顧513

第 5 頁，共 8 頁



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B 410615738 莊英琪

資工三B 410616271 劉冠呈

資工三B 410615835 蘇昱齊

資工三A 410615720 邱亞捷

資工三B 410615877 蔡易錡

資管三B 410636556 許博勛

資工三A 410615843 徐榕蔚

資工三A 410637015 莫力濃

資工三A 410615762 何謙喜

資工三B 410616239 林沅翰

資工三B 410615974 李冠錡

資工三B 410603773 劉智元

資管三B 410636734 何易昇

資工三A 410637170 吳鴻璋

資工三A 410637170 張力尹

資工三A 410637170 江智翔

資工三A 410615936 楊文壇

戴自強

109/10/29(四)

15:10-15:40

109/6/11(四)

16:10-16:40

109/10/29(四)

16:10-16:40

臉部辨識

林耀鈴

智慧法律諮詢機

器人

王孝熙

吳賦哲

主顧507

劉建興

蔡奇偉

羅峻旗

主顧517

主顧513

主顧507

劉建興

蔡奇偉

羅峻旗

即時戰略遊戲

吳賦哲

林耀鈴

戴自強

109/6/11(四)

15:10-15:40

109/6/11(四)

15:40-16:10

109/10/29(四)

15:40-16:10

109/10/29(四)

15:40-16:10

109/6/11(四)

15:40-16:10

109/6/11(四)

15:10-15:40

戴自強

109/10/29(四)

15:10-15:40

主顧513

林耀鈴

吳賦哲

戴自強

主顧517

戴自強

林耀鈴

方百立

戴自強

林耀鈴

方百立

智慧遙控車

減肥吧!使用者

葉介山

109/6/11(四)

16:40-17:10

109/10/29(四)

16:40-17:10

健康管理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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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A 410615966 黃宗郁

109/6/11(四)

15:10-15:40

109/10/29(四)

15:10-15:40

後端框架設計與

微服務實作 資工三B 410516405 鍾騰 翁添雄 主顧509

翁添雄

劉志俊

鄭卉君

資工三B 410615712 李岳

資工三B 410616213 馬旭

資工三B 410616255 林家民

資工三B 410637104 林伯儀

資工三A 410615801 阮大展

資工三A 410603749 謝舒博

資工三B 410636988 林冠廷

資工三B 410637243 吳彬瑞

資工三B 410616019 王瑜婕

資工三B 410639342 黃于豪

資管三A 410603553 江柏慶

資工三B 410637201 王萬億

資工三A 410615827 邵自立

資工三A 410637073 張魯賓

資工三B 410616132 鄭承炫

購物網站

影像定位與機械

手臂研究

翁添雄

翁添雄

劉志俊

鄭卉君

翁添雄

劉志俊

鄭卉君

無人機生態辨識

劉志俊

主顧519

翁永昌

林浩仁

方百立

109/10/29(四)

16:10-16:40

戴自強

主顧509

訂餐網站

翁永昌

謝孟諺 主顧519

謝孟諺

林浩仁

方百立

主顧519

陸子強

林浩仁

方百立

109/10/29(四)

15:40-16:10

小小炮手之進攻

豬之國

翁添雄

劉志俊

鄭卉君

主顧509

主顧509

主顧517

戴自強

林耀鈴

方百立

109/6/11(四)

16:10-16:40

109/6/11(四)

15:10-15:40

109/10/29(四)

15:10-15:40

109/6/11(四)

15:40-16:10

109/10/29(四)

15:40-16:10

109/6/11(四)

16:10-16:40

109/10/29(四)

16:10-16:40

109/6/11(四)

16:40-17:10

109/10/29(四)

16:40-17:10

109/6/11(四)

16:40-17:10

109/10/29(四)

16:40-17:10

陸子強

健康管理APP

翁添雄

影像自駕車

109/6/11(四)

15:4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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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口試時間 第二次口試時間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專題指導老師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2020年資工系第一次與第二次畢業專題口試時間與地點

資工三B 410616310 尤叡賢

資工三B 410615908 林毅儒

資工三B 410616158 林永鴻

資工三A 410637235 張晉綾

資工三A 410619465 程佳蓓

資工三A 410615788 林欣慧

資工三A 410616166 楊剴鈞

資工三A 410636970 張珈維

吳賦哲
109/10/29(四)

16:10-16:40

主顧519

翁永昌

林浩仁

方百立

主顧519

羅峻旗

翁永昌

林浩仁

109/10/29(四)

16:10-16:40

訂餐網站

翁永昌

照片清理分類系

統

羅峻旗

- 待補 主顧513

吳賦哲

陸子強

謝孟諺

109/6/11(四)

16:10-16:40

109/6/11(四)

16:40-17:10

109/10/29(四)

16:4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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