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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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16615 李O華

資傳四B 410716518 賴O淇

資傳四B 410728125 蘇O寧

資傳四A 410703565 吳O容

資傳系 - 周O哲

資傳四A 410716500 陳O雲

資傳四A 410717386 賴O峻

資傳四B 410719419 蔡O蕎

資傳四B 410718015 賴O泉

資傳四A 410718007 劉O偉

資傳四B 410716071 黃O翔

資傳四A 410728117 郭O

資傳四A 410716649 黃O翔

資傳四A 410728159 陳O妤

資傳四B 410728141 蔡O翰

資傳四B 410719396 吳O諺

資傳四A 410703696 李O鈴

資傳四A 410703581 顧O甄

資傳四A 410719401 趙O湞

資傳四A 410716217 李O翾

資傳四A 410716461 陳O天

資傳四A 410716102 廖O誼

資傳四A 410716398 蘇O勝

資傳四A 410728133 蘇O承

資傳四A 410715986 楊O瑜

資傳四B 410716136 郭O豪

資傳四A 410727959 吳O瑀

資傳四A 410727975 黃O韓

資傳四A 410728052 黃O蓉

資傳四B 410728028 劉O芳

資傳四B 410728222 沈O柔

資傳四A 410728010 王O方

資傳四B 410728086 郭O妡

資傳四B 410716665 沈O君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王肇 靜行式 佳作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鬱・遇・癒
楊孟蒨

陳中宇
銅牌獎

王岱伊 追憶畫廊

佳作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陳文敬

歐陽芳

泉

食魔歪道 佳作

佳作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莊潤洲 到台一遊

2021靜宜大學資訊學院畢業專題競賽得獎名單

鄧佩珊 Ami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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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芳

泉
Zona 金牌獎

數位內容與互動遊戲類 鄧佩珊 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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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四B 410727909 柯O廷

資工四B 410715562 羅O志

資工四B 410715805 謝O昇

資工四B 410715342 王O權

資工四B 410701338 徐O傑

資工四B 410703387 柯O亨

資工四B 410727721 柯O均

資工四B 410727789 李O陞

資工四A 410715936 黃O瑜

資工四A 410719346 許O淵

資工四A 410703507 林O宇

資工四A 410715318 郭O頤

資工四A 410727755 蔡O其

資工四A 410719859 黃O揚

資工四A 410715813 許O鴻

資工四A 410715619 徐O彰

資工四A 410715350 陳O軒

資工四B 410781068 王O勤

資工四A 410715716 曾O中

資工四A 410715635 黃O興

資工四B 410715407 王O云

資管四A 410727535 王O捷

資工四A 410715415 馬O徵

資工四A 410715431 吳O環

資工四A 410715376 楊O蓉

資工四A 410717988 華O宇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羅峻旗
長照住院老人

聲音辨識
佳作

金牌獎

劉志俊 智慧通報系統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銀牌獎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劉志俊
智慧果樹套袋

自走車

陸子強
AI無人機精準

降落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學院獎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鄭卉君 名人臉辨識 佳作

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陸子強 AI無人車 佳作

蔡奇偉 盲人紅綠燈人工智慧與系統整合類 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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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四B 410703214 蔡O璟

資管四B 410703256 蔡O婷

資管四B 410703272 陳O羽

資管四B 410714817 蔡O穎

資管四B 410714613 簡O明

資管四B 410727543 陳O穎

資管四B 410715067 王O皓

資管四A 410714786 謝O倚

資管四A 410714956 陳O璇

資管四A 410715245 邱O育

資傳四B 410715994 翁O恩

資傳四B 410716152 羅O禎

資傳四B 410716097 張O瑋

資傳四B 410754265 江O禾

資管四A 410636807 潘O瑜

資管四A 410703280 黃O芳

資管四A 410714702 劉O斈

資管四A 410719312 鄭O欣

資管四B 410719281 楊O育

資管四B 410714671 吳O軒

資管四B 410715253 吳O誠

資管四B 410714922 陳O丰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簡永仁 Boogo 佳作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蔡英德 魚菜共生 銅牌獎

簡永仁 EASY BUS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學院獎

楊子青 身歷情境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佳作

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莊育維 Brain Bubble 銀牌獎

金牌獎動物森林楊子青物聯網與APP應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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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四A 410703345 張O翔

資管四A 410714809 林O慶

資管四A 410715017 胡O洋

資管四B 410715041 陳O璿

資管四B 410714558 莊O眉

資管四B 410714639 姚O廷

資管四B 410715198 曾O瑄

資管四B 410719304 孔O彤

資工四A 410754346 陳O菽

資工四A 410727917 林O宜

資工四A 410715871 黃O媛

資工四A 410703523 趙O

資工四A 410715897 李O瑀

資工四A 410703395 吳O彤

資管四A 410703329 吳O婷

資管四A 410714621 江O君

資管四A 410714663 林O辰

資管四B 410714841 陳O善

資管四B 410715009 蔡O芸

資管四A 410715261 伍O婷

資管四B 410715025 陳O一

資管四B 410715122 黃O晴

資管四B 410715148 楊O禎

資管四B 410703298 蘇O雅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王耀德 就醫推薦系統 佳作

HFAS居家健身

輔助系統
學院獎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王孝熙

佳作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虛擬偶像蔡英德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銀牌獎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汪于茵
啵蓋（Boar

Guide)

莊育維 生活冰館 金牌獎

銅牌獎

資訊應用與創新服務類

汪于茵 月月遇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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