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4 日(六) 一般議程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國際會議廳 (RS-A) 

Chair : 王智弘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20- RS-87 混合式無標記式動作追蹤技術 姜伯霖、宋冠杰、盧天麒 

 RS-52 應用放大內視鏡窄頻影像擷取胃部微血管進行病徵分類之研究 張軒庭、莊毓晨、李宗錞 

 RS-65 應用放大內視鏡窄頻影像擷取病徵區域與邊界線之研究 張軒庭、陳家陞、李宗錞 

 RS-69 應用分數傅立葉轉換以分離混合二維圓形條紋圖案之研究 張軒庭、林子堯 

-9:50 RS-88 基於影像處理技術之水位偵測系統 張傳育、謝世凱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4 日(六) 一般議程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 303 教室 (RS-B) 

Chair : 趙建雄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20- RS-63 探討模糊理論和基因演算法於三角網格補洞之研究 洪燕竹、張哲維 

 RS-31 以人工蜂群演算法設計心臟疾病預測系統 洪燕竹、賴佶泓 

 RS-41 基因演算法配合Ａ*演算法對於路徑規劃方法研究 李偉嘉、洪燕竹 

 RS-53 基於協同過濾演算法的大數據分析及其效能評估 蕭伊廷、林祝興、劉榮春 

-9:50 RS-61 智慧城市之智慧教育與知識傳播 趙建雄、林佳霈、彭德馨、余嘉翔、羅宜靜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4 日(六) 一般議程 

地點:理工大樓一樓 116 教室 (RS-C) 

Chair : 陳宗和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20- RS-59 利用財經新聞預測台灣股市大盤的漲跌 陳敘融、陳耀輝 

 RS-84 銀行大數據信用放貸之探討-信用評分 趙建雄、楊雅如、趙英秀 

 RS-86 從線上新聞到鏈結資料的轉換系統設計與開發 林彥文、黃俊堯、高國峰、廖宜恩 

 RS-81 使用卡西歐繪圖型系列計算機設計互動 推測智慧程式供猜測亂數值 廖基宏 

-9:50 RS-26 QR Code 之校園應用-校園課程查詢及平 面圖 李後燦、邱皓兒、陳柏勳 、但承峰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國際會議廳 (RS-D) 

Chair : 陳耀輝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50- RS-43 植基於正交對稱區域三元圖樣之人臉性別辨識 賴智錦、王鵬翔、吳信融 

 RS-79 結合 HAAR CASCADE 與 CNN 方法的道路交通號誌辨識系統 吳建中、吳雪玲、蔡和璋 

 RS-35 使用卷積神經網絡之步態分析 李建誠、葉又瑋 

-9:50 RS-21 基於點雲之即時三維人臉建模與辨識系統 張厥煒、林俊佑 

Coffee Break 

(RS-E) 

Chair : 辛靜宜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00- RS-22 同步定位與地圖建構之高完整度表面重建方法 張厥煒、林國朝 

-11:00 RS-70 坐姿感測應用實作 辛靜宜、錢麒方、劉得炫、彭亦暄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 303 教室 (RS-F) 

Chair : 王皓立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50- RS-14 Zn2SnO4薄膜氣體感測系統 陳逸謙、沈彥儒、杜岳軒 

 RS-20 四旋翼應用系統 
林偉川、蔡宗穎、林昱範、呂碧蟬、 

劉子齊、劉宛岭 

-9:50 RS-42 結合虛擬實境與 ARDUINO建構無人自走車模型 張遵偉、余宗銘 

Coffee Break 

(RS-G) 

Chair : 呂崇富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00- RS-28 紅外線跌倒偵測雲端回報系統設計 壽大衛、周吾修 

 RS-40 高效能整合式物聯網中介平台之設計 張宇鈞、呂國豪、龔旭陽 

-11:00 RS-78 以時間序列資料之模糊預測-以台中市空氣污染公開資料為例 黃偉勝、楊朝棟、林正基、姜自強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理工大樓一樓 116 教室 (RS-H) 

Chair : 林政翰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50- RS-54 具即時監控之雲端血壓系統 林政翰、王桂玟、蔡語秦、葉富豪 

 RS-68 以訊息推播系統於工廠監控應用之研究 辛華昀、林敏峯、蔡國煇 

-9:50 RS-82 結合手機調控之智慧水族箱 
陶淑瑗、余承曄、陳冠廷、陳柏宇、甘家菱、

黃晨瑋、李權峯 

Coffee Break 

(RS-I) 

Chair : 蔡國裕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00- RS-38 TWAREN IPv6 網路效能量測平台建置 楊哲男、古立其 

 RS-64 利用 LoRa 網絡實施校園空氣監測系統 
Yu-Sheng Lin, Jung-Chun Liu, Chao-Tung 

Yang, Tzu-Chiang Chiang, Tsung-Che Yang 

-11:00 RS-77 
An OM2M Platform with Application-layer Protocol Management and 

Selection Mechanisms 
Chun-Hao Tang, Chuan-Ching Sue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理工大樓一樓 102 教室 (RS-J) 

Chair : 李崇道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3:10 RS-32 用於 2.4GHZ ISM 頻段之四相位壓控振盪器設計 闕河立、萬宗儒、陳柏嘉、吳常熙 

 RS-33 混沌信號產生器透過脈波寬度控制電路進行初始值調諧設計 吳常熙、吳元龍、陳浩維、闕河立 

 RS-45 能適用工業 4.0時代少量生產模式之機台健診系統-以彈簧工廠為例 郭承儒、丁國正、陳奕中、楊東麟 

-14:40 RS-71 網路型多軸伺服控制系統開發 辛華昀、盧冠霖、蔡國煇 

Coffee Break 

(RS-K) 

Chair : 李崇道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5:00- RS-49 長週期之完美高斯整數序列之建構方法 李崇道、張貽婷、謝旻沅 

-16:00 RS-07 腦波偵測暨情緒舒緩系統 
張秋蘋、林偉川、李竣豪、黃思穎、 

柯景祥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理工大樓一樓 103 教室 (RS-L) 

Chair : 洪燕竹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3:10- RS-27 盲人影像辨識語音輔助系統之設計 鄧安桀、黃耿凌 

 RS-48 以聲音為基礎之高效率可抵擋觀察攻擊的 PIN認證設計 但宇軒、顧維祺、林昌志 

-14:40 RS-55 智慧演說者追蹤系統 胡鈞惟、李宗南、李順益 

Coffee Break 

(RS-M) 

Chair : 林偉川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5:00- RS-17 CAN 匯流排在競速計時系統上之應用 蘇景暉、李齊雄、黃信雄、吳昭毅 

-16:00 RS-18 教學導向之輪型機器人設計與實作 洪瑞鴻、李齊雄、蘇景暉、黃信雄 

 

  



201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議程時間表 
 

2017 年 6 月 25 日(日) 一般議程 

地點:理工大樓一樓 116 教室 (RS-N) 

Chair : 王聖銘 教授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3:10- RS-36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之過場動畫形式初探 林怡君、陳圳卿 

 RS-44 應用於擴增實境遊戲之行動裝置定位技術研究 陳政瑋、朱中華 

 RS-74 HTML5 遊戲跨平台人機互動之使用性分析 林敬恬、王聖銘 

 RS-47 結合真實場景的虛擬實境建置方法與應用 張厥煒、黃仲毅 

-14:40 RS-73 行動 VR：動作模擬與虛擬輸入之可擴展架構 郭泰麟、吳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