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分組名稱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獎項

資傳四B 410617031 劉O伶

資傳四B 410616996 詹O伶

資傳四B 410617015 黃O汝

資傳四B 410616831 劉O雯

資傳四B 410637536 林O萱

資傳四B 410619415 薛O鈺

資傳四B 410637497 林O龍

資傳四A 410637489 蕭O芃

資傳四A 410637324 李O諭

資傳四A 410637285 韓O宜

資傳四A 410617049 黃O怜

資傳四B 410603854 袁O吟

資傳四B 410637510 羅O玲

資傳四B 410637332 游O瑜

資傳四B 410637552 莊O潔

資管四A 410636823 連O銘

資管四A 410619287 劉O霖

資管四A 410603595 林O丞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苦還者莊潤洲 銅牌獎

胡育誠 修仙塔防

2020靜宜大學資訊學院畢業專題競賽得獎名單

河馬小姐莊潤洲 銀牌獎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學院獎

王肇 憶生 金牌獎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王肇 Peeping Tom

佳作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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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四A 410616051 黃O仁

資管四B 410620319  許O

資管四B 410615453 林O慈

資管四B 410603587 江O姍

資管四A 410619732 張O涵

資管四A 410615071 盧O誠

資管四A 410619326 蕭O鴻

資管四A 410636904 翁O訓

資管四B 410615495 洪O志

資管四B 410615518 張O庭

資管四B 410636572 李O瑜

資管四B 410615568 李O勳

資傳四B 410616417 戴O欣

資傳四B 410617104 鄧O心

資傳四B 410616514 柯O佑

資傳四B 410616459 廖O洋

資傳四A 410653964 陳O竹

資傳四A 410616695 何O瑄

資傳四A 410603862 賴O妏

資傳四B 410637413 鄭O宏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王岱伊 程式影片學習系統 資傳四B 410616530 王O婷 佳作

銅牌獎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莊育維 從星開始 金牌獎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學院獎

人工智慧虛擬店員歐陽芳泉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銀牌獎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許慈芳
印入眼簾 (come into

view)

林家禎 桌遊數位化-布蘭琪小館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林家禎 改斜歸正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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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四A 410615398 呂O諭

資管四A 410636768 黃O凱

資管四A 410615445 邱O霆

資管四A 410615275 周O琳

資管四A 410615356 游O瑜

資管四B 410637251 陳O宣

資管四A 410615186 李O玟

資管四A 410636661 張O云

資管四A 410636548 林O慧

資管四A 410619300 連O汝

資管四A 410615681 林O怡

資工四A 410615916 洪O賢

資工四A 410636996 黃O源

資工四A 410616182 王O鈞

資工四A 410616205 林O盛

資工四A 410637057 吳O縉

資管四A 410615225 劉O佑

資管四A 410615097 江O

資管四A 410615314 文O志

資管四A 410636700 江O聖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林浩仁

適用於智慧製造的

工業物聯網監控系

統

銀牌獎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王耀德 自走車之地圖建構 銅牌獎

金牌獎畫畫世界楊子青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佳作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康贊清

詹毓偉
區塊鏈租書網

王孝熙 智能回收機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學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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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四A 410616849 賴O瑜

資傳四A 410616815 潘O茹

資傳四A 410617023 黃O芮

資傳四A 410637560 鍾O芬

資傳四A 410616653 楊O瑄

資工四A 410615720 邱O捷

資工四B 410615877 蔡O錡

資工四B 410636556 許O勛

資管四A 410636645 王O芸

資管四A 410636849 洪O甄

資管四B 410619318 陳O婷

資管四B 410615542 吳O妏

資管四A 410615631 陳O歆

資管四A 410615592 楊O萱

資管四A 410615526 呂O文

資管四A 410615500 程O閔

資管四A 410603618 傅O絹

資管四A 410615291 吳O伯

資管四A 410653906 張O益

資工四A 410616093 林O徽

資工四A 410616289 趙O誠

資工四A 410619334 林O呈

資工四A 410615982 莊O丞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莊潤洲 Flower U 佳作

林浩仁 智連網溫室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學院獎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楊子青 酷酷掃 佳作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葉介山 減肥吧!使用者 佳作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王孝熙 灰飛菸滅 佳作

簡永仁 智慧魚缸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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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四A 410619465 程O蓓

資工四A 410615788 林O慧

資工四A 410637235 張O綾

資工四B 410619740 張O

資工四B 410619368 黃O恩

資工四B 410616069 邱O逢

資工四B 410403458 吳O玲

資工四B 410616213 馬O

資工四B 410616255 林O民

資工四B 410615712 李O

資工四B 410637104 林O儀

資工四B 410637243 吳O瑞

資工四B 410636988 林O廷

資工四B 410616019 王O婕

資工四B 410619342 黃O豪

資傳四A 410616718 蔡O秀

資傳四A 410603901 劉O維

資工四B 410603650 鄭O鴻

資工四B 410603676 詹O君

資工四B 410615770 張O敏

資工四B 410616297 李O瑾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張志宏 植物病蟲害辨識 佳作

金牌獎

羅峻旗 聞聲制物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銀牌獎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羅峻旗 照片清理系統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謝孟諺
Malevos Tango Class

探戈教室購物網站
佳作

劉志俊 佳作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智慧無人機偵測小

花蔓澤蘭

翁添雄
影像定位與機械手

臂研究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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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四A 410616077 施O安

資工四A 410616302 繆O珮

資工四B 410616116 張O元

資工四B 410616336 廖O涵

資工四B 410615738 莊O祺

資工四B 410616271 劉O呈

資工四B 410615835 蘇O齊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王孝熙
文心蘭智慧辨識暨

管理系統
佳作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羅峻旗
透過樂音生成樂譜

之研究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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