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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Session A (智慧健康與醫療)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A-1 
Modified pooling layer of Mask-R-CNN for identification 
of colorectal polyps 

黄朝健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資管科 

A-2 遷移式學習應用於正顎手術前後對稱性評估 郭冠麟、黃柏俞、楊朝棟、林秀霞 
長庚醫院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A-3 基於區塊鏈的醫療影像加密儲存系統 李新平、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A-4 機器學習應用於心臟超音波資料特徵選取 
黃皇男、陳宏銘、林維文、劉榮春、

陳永承、陳姿尹、黃佩琪、楊朝棟、

王育慧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台中榮民總醫院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A-5 使用 YOLOv5 於未戴口罩人臉辨識之研究 王敏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系 
 

Oral Session B (智慧科技應用)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B-1 3D AR 傢具組裝輔助系統 
梁致豪、許祐瑜、許永紳、張閔揚、

林彥成、焦信達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 

B-2 標籤化元宇宙 3D 場景重建 許鴻均、馮承霆、焦信達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 

B-3 利用回收塑料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大尺度 3D 列印 李才森、盛郁庭、宋非凡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ROSOCOOP 
B-4 WELL 健康建築與 UL 健康建築之比較研究 林家儀、黎淑婷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B-5 環景技術在智能門禁系統之創新應用 汪清國、紀允凡 華夏科技大學智慧型機器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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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Session C (智慧物聯網)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C-1 應用於 5G 行動通訊之微型化雙工器設計 林煒傑、陳錡楓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C-2 IEEE 802.11ax UORA 之方案比較與效能分析 張佳雯、呂芳懌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C-3 智慧物聯網與雲端整合 魚菜共生系統 
蔣惟丞、陳昱仁、陳子濬、蔡鈺祥、

楊祖嘉、楊承霖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C-4 汽車裝設振動感測裝置建置路面顛簸警示系統之研究 
王宇豪、林芸亘、吳家宏、莊家豪、

黃貞元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所 
雲林科技大學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C-5 基於 LoRa 的戶外空品與水質之智慧感測應用 黃騰緯、連愷昱、楊朝棟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Oral Session D (智慧製造)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D-1 人工智慧在建廠員工職前評估之獎工機制 汪清國、袁曉偉 華夏科技大學智慧型機器人研究所 

D-2 使用機器學習應用於工具機台時序資料之預測 
王璐妍、施品言、劉靖彰、陳震宇、

林品攸、楊朝棟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D-3 運用深度學習技術改善焊道製程品質 賴正育、馬康超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D-4 Temi 機器人語音導覽應用 
王瑋麒、吳承翰、莊迺盛、張廷夆、

張閔揚、焦信達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D-5 適於電腦環境的智慧語音助理之開發 葉羽欣、穆亞蒂、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2022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民國 111 年 12 月 10 日 (六) 
 

Oral Session E (綠色技術)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E-1 以廢菸草循環利用之電儲能裝置 黃致庭、彭啟恩、黃瀅霈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E-2 電紡 TPU 奈米纖維導管之製備與性質探討 張高凌、林其昌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E-3 綠色半導體製程技術的研究 林志曜、陳品儒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E-4 
奈米纖維改良奈米金濾膜製備成高靈敏度及再現性過濾

膜 
陳泳翔、林其昌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E-5 以 15%NaOH 水溶液吸收 CO2 轉化 NaHCO3 之模擬 郭賢章、劉代宗、曾育貞、侯鈞棋 核能研究所 
 

Oral Session F (智慧永續發展)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F-1 導入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之問題探討與個案分析 朱振輔、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F-2 碳排放系統開發 黃温笙、余鴻德、李珺暘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F-3 應用人工智慧輔助永續社區設計規劃決策之應用研究 陳靖文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F-4 ESG 評級與企業財務績效及價值的關係 張鏵云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F-5 
永續發展環境氣候工作站結合資訊視覺化整合應用以都

市熱環境儀表板為例 
彭敏鈞、吳可久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所 

 

Oral Session G (智慧生態)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G-1 草種根系發展對土壤入滲影響之研究 林筱婕、楊樹榮、丁澈士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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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猛禽生物防治法-利用棲架及巢箱引領生態農業風潮 林惠珊、 洪孝宇、陳宏昌、孫元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 

G-3 探討飼主狀態與生態環境對寵物的持續飼養意圖 王來旺、楊琇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G-4 動物自動辨識飼料盆之設計與實作 楊翔宇、許詠祺、焦信達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G-5 
利用脫氧顆粒膠囊維持厭氧菌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於

小老鼠腸道之生物活性 
郭鈺萱、陳彥妮、郭佳穎、方麗閔、

林亞宣、李學霖、顏怡君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Oral Session H (循環經濟)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H-1 
比較三株 Shewanella 菌株：KR-12、NTOU1 及 BC01
還原氧化石墨烯之特徵及其反應動力學 

謝坤儀、李昕潔、胡莉婕、劉羽

瑄、李學霖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H-2 
改變外部附載加強有機物的降解與電能回收：以高乳

酸廢水作為 Shewanella 微生物燃料電池基質為例 
徐昌駿、魏雅君、蕭以喆、茅辰

磊、李學霖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H-3 
廢棄咖啡渣之循環經濟：以水熱液化法轉化廢棄咖啡

渣為生質油及高附加價值化學品 
羅賽陽、陳柏沂、楊子瑩、陳彥

瑜、謝育倫、黃彥儒、張耿崚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H-4 以 LED 光照茭白筍創造產業之綠色經濟 
楊智其、蔡勇斌、郭明裕、鄭登

允、余勇進、陳谷汎 

國立暨南大國際大學科技學院 
國立暨南大國際大學 USR 辦公室 
國立暨南大國際大學水沙連永續農業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暨南大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 

H-5 智慧控制結合磁性材料於綠色淨水程序之應用 邱秀蓁、張瓊芬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論文報告注意事項： 
1. 每組報告時間 10 分鐘，問答 2 分鐘。 
2. 各組別請於該場次開始前向該場次主持人報到，並將投影片事先交給工作人員放置於電腦中，以利議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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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Poster Session  

組別 論文題目 作者 單位 

P-1 雙面軟糖瑕疵檢測 
許喬堤、王若安、翁萱育、張博鈞、

廖元勳、朱正忠、陳仕偉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P-2 AGV 機器人地圖建構 
曾至信、蔡旻育、范晉碩、顏禎佑、

陳昱仁、蔣惟丞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P-3 運用 Ai 結合 VR 達到健康促進之研究海報 李曉慧、連健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連鎖加盟學程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P-4 推特用戶情緒分析與關聯呈現之研究 陳伯彥、蔡昀揚、陳昕愉、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P-5 虛實整合與永續經營之研究 
連健傑, 張博鈞、王竣丞、龔鈺

仁、吳雨桐、李曉慧、廖元勳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連鎖加盟學程 
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東海大學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P-6 可用於物聯網之低功耗加密機制研究 
劉子誠、林少棠、林育嘉、蔣明彣、

蔡坤霖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P-7 Ai 自適應調整遊戲難易度之研究 李曉慧、連健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連鎖加盟學程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P-8 Renascent Picasso 關鍵字生成藝術圖像系統之開發 吳雨非、趙英綺、楊翊榕、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P-9 
後疫情時代之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財務績效之影響-以台積

電及韓國三星電子為例 
曾景鴻、黃宥薰、林建名、陳廷璋、

陳昱霖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P-10 基於慣性導航之室內空間圖資整合定位技術應用 葉書廷、林祝興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 

P-11 ESG 永續 ETF 投資績效分析-定期式投資之觀點 傅英芬、林珍季、劉海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南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P-12 電子商務商品組合推薦系統之研發 張昌聖、王冠焱、廖元勳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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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注意事項： 
1. 海報尺寸為 A1 直式，請自行輸出後帶至會場張貼。 
2. 請於會議當日 14:00 前，於指定場所張貼完畢。 
3. 會議當日 14:20 至 15:00 為海報論文場次，請各組至少指派一人於海報前解說研究成果。 
4. 會議當日 15:10 後，即可撤下海報，海報請各組自行帶回，逾 15:30 未撤下者，由主辦單位統一處理丟棄。 
 
 

大專競賽 

組別 競賽題目 姓名 
U-1 標籤化元宇宙 3D 場景重建 許鴻均、馮承霆 

U-2 
利用脫氧顆粒膠囊維持厭氧菌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於

小老鼠腸道之生物活性 
郭鈺萱、陳彥妮、郭佳穎、方麗閔、林亞宣  

U-3 智慧物聯網與雲端整合 魚菜共生系統 陳子濬、蔡鈺祥、楊祖嘉、楊承霖 
U-4 基於線性預測模型之永續能源使用及調配系統 陳彥澔、黃國維、林彥呈、黃威愷 

U-5 
永續農業應用： 以綠色化學製程轉化農業廢棄物為永續平

台化學品 
陳柏沂、仲崇廷、Quang Tam Huynh、Fezile Bethusile Mkhontfo、陳

彥瑜 
U-6 水產養殖之綠金數位分身技術建置  蕭以喆、余苡宣、李威儒、蔡宥安、陳致廷 

U-7 
透地雷達與人工智慧整合分析技術在管線洩漏偵測上的應

用 
凃心喬、許若辰 

U-8 水災災害路段撤離地圖導航 許承恩、楊承翰 
U-9 以 YOLO 結合串流伺服器實現近即時影像物件偵測與辨識 謝佾均、宋元心 
U-10 智慧控制結合磁性材料於綠色淨水程序之應用 邱秀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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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競賽 

組別 競賽題目 姓名 
HS-1 基於 YOLOv4 對人臉進行口罩辨識 湯鈞甯、洪翊婷 
HS-2 回疫過去-生理監測 張祐誠、張恩語、劉人仁 
HS-3 整合感測器之遠端監控式智慧魚缸 卓玠含、林佳錡、楊詠晴 
HS-4 寵物角蛙環境箱之研發與自製 嚴偉峻、曾毓城 、邱馠茵 、林宥彤 
HS-5 以數學模型預測 PM2.5 趨勢 翁千淯、傅德宸、蔡語婕、阮子曦 
HS-6 Power 潮 邱弘智、洪崇富、莊竑亦、劉育希、莊子奕 
HS-7 智慧雞舍 - 綠能友善永續 林可媗、陳薇琦、方佑宜、方鈺凱 
HS-8 壓電式減震器回收系統 黃翊珉 
HS-9 黴中不薯 翁淳彥、洪崇益、陳昱維、張凱綸、何千羽 
HS-10 手曲一紙 莊毓晴、劉宸卉、劉芷聿、林翰偉、湯侑璇 

 
**大專組及高中組競賽注意事項 
1. 每組報告時間 10 分鐘，問答 2 分鐘。 
2. 投影片及自我介紹不得出現校名及指導老師，違者扣總成績 10 分。 
3. 審查標準：創新性 30%、市場可行性 30%、技術性 20%、完整性 20%。 
4. 若有實體成果，各組可自行決定是否攜帶，若攜帶實體成果，大會不負責保管，亦未安排區域展示。 
5. 實體成果亦可拍攝影片，影片時間計入報告時間內。影片請直接嵌入簡報內，以避免產生額外時間及其他不可控因素。 
 

大專海報競賽 

組別 競賽題目 姓名 
UP-1 AAGV 機器人地圖建構 曾至信、蔡旻育、范晉碩、顏禎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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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2 品客接收器 盧承恩、劉品志、黃冠傑、蘇靖豪 
UP-3 碳權開發進行式── 方案型抵換專案之於畜牧業減排優勢 吳彥緯、李亭萱、林于筑、古庭瑄 
UP-4 醫院路線引導系統 黃玄鑫、廖振豪、吳芯蕙、羅苡庭、黃柏鈞 
UP-5 YOLACT 肢體暴力行為偵測 陳柏瑄、蔡宗佑 
UP-6 基於邊緣運算之 NVIDIA Jetson Xavier NX 車牌辨識 胡庭嘉、葉耀仁、鄭至佑 
UP-7 森林野火在各 YOLO 模型的預測結果與應用 游云慈、蘇鈺涵、張昱筠 

UP-8 
LED 驅動氧化亞銅修飾二氧化鈦奈米管陣列光催化氧化揮

發性有機物 陳嘉浤、江語哲、鄭惇仁、蔣昕妤 
UP-9 生成對抗網路與卷積神經網路於肌少症判別之研究 葉韋漢 
UP-10 人工智慧在建廠員工職前評估之獎工機制 汪清國 、袁曉偉 
UP-11 生成對抗網路與卷積神經網路於戴口罩行為之研究 古家鴻 

UP-12 
一個綜合性照護長者之高風險狀況辨識系統：採 Tiny-YOLO
之卷積神經網路 黄朝健，陳彥宇、陳冠安、農家樂、郭鎧銨、楊智淵 

UP-13 
基於磁性標記免疫奈米粒子針對金黃葡萄球菌表面抗原 
protein A 之拉曼光譜指紋檢測 楊宛臻 

UP-14 
永續海洋塑膠微粒汙染研究-招潮蟹體內塑膠微粒拉曼光譜

指紋檢測 楊宛臻、陳郁慧 、張郡倫 
UP-15 台灣本島天氣應用查詢虛擬實境系統 蔡明逵、賴承葳 
UP-16 碳排放系統開發 黃温笙、李珺暘、余鴻德 

**海報論文注意事項： 
5. 海報尺寸為 A1 直式，請自行輸出後帶至會場張貼。 
6. 請於會議當日 14:00 前，於指定場所張貼完畢。 
7. 會議當日 14:20 至 15:00 為海報論文場次，請各組至少指派一人於海報前解說研究成果。 
8. 會議當日 15:10 後，即可撤下海報，海報請各組自行帶回，逾 15:30 未撤下者，由主辦單位統一處理丟棄。 
9. 海報論文當日將由審查委員評比，並選出前三名及佳作數名，給予獎狀，並於閉幕頒獎，獲獎各組於閉幕時至會場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