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得獎公告 

行動終端與應用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金  牌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魏嘉芯 許銘真 

劉宇捷 曾如君 
飲人入勝 飲人入勝 

銀  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鄭錫齊 唐健恆 陳韋翰 巴西龜 屎蓋葛格 

銀  牌 國立中興大學 廖宜恩 
賈慶郁 徐 婕  

陳梓瑤 黃靖庭 
健康女孩 我愛走路 

銅  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陳國益 蔡政倫 陳廷偉 自由之翼 近脊的拒人 

銅  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賴聯福 
李佳翔 吳沂靜 

何永慈 鄭伊捷 
ChuFarci 菜捲 智慧小當家 

銅  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馬尚彬 
許庭瑜 陸顥壬 

胡文繽 張智鈞 
搞頑皮 REWABO：智慧店小二 

 



行動終端與應用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佳  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林偉川 
王致皓 唐靖傑 

莊英營 林伯彥 
LORA 超勁爆 應用 LoRa 技術建構智慧型灌溉 

佳  作 正修科技大學 廖奕雯 
許家蓁 陳姿妤 

郭育成 黃詩庭 
冰雪奇遇 影像辨識結合食譜推薦之智慧冰箱 

佳  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何前程 陳冠維 侯琮瑜 MAGiC 視覺慣性式同步定位與建圖技術 

佳  作 國立中興大學 陳育毅 陳成峯 呂姿瑀 湖畔的呱呱 聊天機器人 x 科技里長 x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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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感知與互動多媒體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 作品名稱 

金  牌 國立臺北大學 林道通 
王鈺豪 蘇芊慧 

陳軒翎 
憶起來畫畫 基於畫鐘法之失智症評估系統 

銀  牌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許晉綸 謝雅如 

邵育翔 莊庭碩 
GAN 識力 應用於放腫科之影像器官圈選系統 

銀  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謝君偉 
陳平揚 孫銘均 

劉安珍 劉恆君 
AI Man 極小物件辨識運用於無人機之監控 

銅  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戴文凱 
沈政一 施泓仰 

林科廷 王頌仁 
無辨 全天候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 

銅  牌 銘傳大學 葉生正 
邱顯傑 黃偉愷 

林欣儀 陳示珮 
柯基屁屁好可愛 即時情緒辨識之聊天機器人的研發 

銅  牌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許銘真 魏嘉芯 

林永隆 林若瑋 
魔鏡 魔鏡 



智慧感知與互動多媒體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 作品名稱 

佳  作 長庚大學 趙一平 
張育瑞 呂晟毓 

張勝傑 潘騰昱 
地獄實驗室 智慧醫院生態系統 

佳  作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林永隆 劉宇捷 

林若瑋 莊庭碩 
睡睡平安 睡睡平安 

佳  作 國立臺南大學 蘇俊銘 
陳芷廷 廖祝笛 

王立弘 
奶紅不加料 嗶羊駝:STEAM 音樂思維玩具 

佳  作 國立清華大學 朱宏國 張雅貴 黃睿緯 Ju 老師好可愛 VR 手持式物件追蹤系統 



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 作品名稱 

金  牌 國立成功大學 陳立祥 
陳昭成 蒲鐵男 

朱立倫 吳宗霖 
電通 no.1 創新解剖學學習系統 

銀  牌 國立成功大學 解巽評 
董濟鈐 簡聖庭 

鍾孟勳 洗鈺淇 

預約復康 

不用等 
穿梭在都市森林的小白車 

銀  牌 元智大學 葉奕成 陳睿暘 陳昱安 Old Driver 線上諮詢關鍵字與情緒視覺化分析 

銅  牌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鍾妮娟 陳冠君 

林若瑋 曾如君 
超級辨辨辨 應用生成對抗網路於乳房影像切割 

銅  牌 國立高雄大學 郭錦福 
廖敏翔 徐煒博 

吳凱倫 李孟叡 
Team Seed 新手 

銅  牌 中山醫學大學 秦群立 
劉宇捷 莊庭碩 

林永隆 曾如君 
點亮愛 點亮愛 

 



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 

名次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成員 隊伍 作品名稱 

佳  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董少桓 
陳明仁 賴  玄 

陳盈如 郭旻諭 
codeLab 程式碼練功坊 

佳  作 元智大學 林啟芳 唐  岳 蔡朝安 Taxi_Go_Go_Go 計程車載客熱點預測及管理系統 

佳  作 國立臺灣大學 王勝德 
湯大由 陳品劭 

張庭瑄 范芳萍 
創作實驗室 登高吧！ 

佳  作 國立臺南大學 陳建志 
洪健菖 鄭煌鎰 

陳柏呈 林詰庭 
贏我就是你不隊 智動化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