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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指導教授

葉奕成

專案題目

基於評論相似度推薦使用者歌曲

團隊成員

陳奕帆、蘇冠宇
何依麗

學校系所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指導教授

湯政仁

專案題目

MORE ChatBot 聯網應用服務

團隊成員

湯大由
邱迎禎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英家慶 智慧行程遊港都

以計程車為例
郭承儒、王瑞評
蕭詠麟、林子旋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育毅
陳佳楨

以全景呈現操作的
通用型場地預約系統開發

陳昱豪、楊秉叡
柳冠華、羅伊哲

學校系所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

許巍嚴

專案題目

由網站、APP與Beacon共同建構出的
嘉義i憩頭旅遊生態系實例分享

團隊成員

蔡佳峻、彭欣瑩
吳姿妏、陳思穎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育毅 結合物聯網技術的

寵物照護管理系統開發
賴怡廷、陳致安

高如萱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鄭麗珍 基於 LINE 聊天機器人的

有趣生活應用
詹侑軒、趙博荃

劉肇蕾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育毅
蔡垂雄

支援主流運動手環之
第三方遊戲式主題APP開發

黃崇崴、謝曜陽
蕭旻廸、丁之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吳坤熹 以南投區域為主之客運通林嘉緯、范均泓

翁琇甄、何曉倩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高宏宇 台灣設計展App

以台南市政府Beacon應用為例
翁介誠、王冠鈞
劉冠文、丁國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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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評論相似度推薦使用者歌曲

學校科系：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隊伍名稱：怎麼辦呢QAQ

團隊成員：蘇冠宇、陳奕帆、何依麗

指導教授：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葉奕成 教授

輔導業師：IBM科技學院-黃朝源 全球化架構師

作品特色

　　一般推薦歌曲是以歌手資訊、歌曲曲風、聽眾相似度等資訊作為推薦歌曲的依據，然而這類特

徵都屬於客觀特質，與歌曲情境以及當下所產生的情緒反應較無直接關連。因此本團隊選擇採用不

同的角度來設計推薦系統，透過情緒分析、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等方法來根據因為聆聽後的留

言與主觀體驗來進行歌曲相似度的分析。透過分析YouTube歌曲下的評論情緒跟字詞內容等資訊來

分析歌曲聆聽時產生的情境與情緒反應等主觀訊息，佐以音訊、視訊等客觀資訊來根據收聽者的主

觀感受進行歌曲的特徵建立，進而根據使用者所聆聽中的音樂來進行相似情境的歌曲推薦。由於留

言不分國界，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易地作到中日韓等多國語言間的交叉歌曲推薦。同時我們亦設計了

讓人一目了然的視覺化介面，使的歌曲的分析結果與相似度等資訊能夠更快速的被使用者理解。以

下為本推薦系統的主要功能：

1.協助使用者尋找推薦依據：使用者首先必須選取其推薦的基礎歌曲，為了要讓使用者快速選取一

首歌，我們利用歌曲、歌詞關鍵字搜尋的方式，讓使用者快速找到目標歌曲。

2.自動化的撈取相似歌曲：透過前述歌曲與留言特徵抽取以及前處理的技術的輔助，使用者可以在

幾秒內基於基礎歌曲來進行資料庫中相似歌曲的資訊撈取。

3.互動式的資料視覺化與介面：相較於文字，圖像更能夠吸引使用者目光，藉由設計良好的資料視

覺化與介面讓使用者快速了解推薦歌曲之間的相近程度，氣泡圖中的氣泡隱含每一首歌的屬性

值，氣泡的大小以及位置則呈現推薦歌曲與原曲之間的相近程度。同時運用堆疊長條圖讓使用者

快速比較推薦歌曲與原曲之間的留言情緒相近程度。

得獎感言

　　這次的競賽非常感謝IBM

科技學院�黃朝源架構師，

在我們開發過程中提供許多

解決方案讓我們可以非常順利

的解決開發上的困難以及指導

教授�葉奕成老師，每週與我

們開會並給予我們許多想法，

讓我們的推薦歌曲能做到許多

貼心的功能。在這次比賽開發

當中，我們在每週的開會時間

得到豐富的推薦系統設計與軟

體開發上的經驗以及許多寶貴

的意見，讓我們了解到軟體開

核心技術

1.情緒跟留言分析：基於IBM Watson Tone Analyzer,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等情緒與字詞分析工

具，來進行留言內容的情緒分析以及特徵擷取。

2.機器學習與推薦：利用Elbow method找出最佳分群數目，再使用Spectral Clustering 根據最加分

群數對歌曲分群，並使用MLP多層感知器去模擬先前Spectral Clustering分群效果來增加推薦系統

分群準確性。並在最後利用KNN相鄰演算法找出與原始基礎歌曲最相近的15首歌曲來推薦給使用

者。

3.資料視覺化：同前述，透過氣泡圖、堆疊長條圖等多種合宜的圖表來組合呈方便用戶探索的視覺

化呈現。使用戶可以快速地知道哪些歌曲與原曲最為接近，並比較不同情緒的留言比例。

4.快速建立推薦歌曲撥放清單：在眾

多被系統推薦的相似歌曲之中，使

用者可以透過同一介面檢視並選取

自己想聽的歌曲，透過我們的工具

建立YouTube的撥放清單。

特優

發的細節，並提供許多關於系統設計上面的建議。沒有這些建議我們的作品不可能可以做到這麼完

善。感謝各位評審對我們的作品給予特優這項大獎的肯定，以及一路上永不放棄的每一位隊友，即

便開發時間非常短，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為了將作品順利完成，大家還是咬緊牙關撐了過來。這

次的競賽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不同的技術，讓我們得以取別人的優點轉換成自己的能力。最後感謝

主辦單位舉辦這樣的比賽，讓我們獲益良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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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hatBot 聯網應用服務

學校科系：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隊伍名稱：河豚大戰爭

團隊成員：湯大由、邱迎禎

指導教授：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湯政仁 教授

輔導業師：資策會創研所-蔡政宏 專案經理

作品特色

　　結合期貨和聊天機器人，精準分析使用者語句，快速準確告訴使用者及時交易資訊與預測之下

單時機。

核心技術

1. 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2. NLP自然語言分析處理

3. Jieba、Ckip斷詞系統

4. Ehownet 廣義知網

5. 期貨資料ETL System

　(1)實作語言: Python 3

　(2)資料倉儲: MySQL

得獎感言

　　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從不太熟悉如何使

用python語言到自己親自完成一個大型的專

案，連聊天機器人是什麼都不曉得，也不知

道什麼是自然語言分析處理，經過和組員每

天研究討論，與指導教授的協助，最後兩人

一同完成這項作品，雖然這三個月真的很短

暫，不斷受到死線的刺激壓榨出自我學習的

爆發力，從中學習到很多實用的知識，在每

次與業師的交流討論過程中，業師都會給我

們意想不到的不錯建議，讓我們的作品越來

越完整、有趣，非常感謝業師無償的付出。

　　同時，我們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全程參與軟體成長營，讓我們在忙碌的大學生活中仍必須

強迫自己擠壓出大量的時間學習深奧的知識，不斷地push自己向上前進，如果沒有參與這次的成長

營，或許這些時間我們都會浪費掉了吧!

　　希望明年還能再次舉辦這樣的活動，讓想學習的同學有機會可以得到資源與業師、教授的指

導，把自己平時想實現的作品藉由這個機會實現完成，同時藉由活動的時間壓力，激發出同學的能

力。

　　最後，很榮幸能得到優等這樣的殊榮，感謝主辦單位與贊助商提供我們這樣的平台實現作品。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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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景呈現操作的
通用型場地預約系統開發

學校科系：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隊伍名稱：booKING

團隊成員：陳昱豪、楊秉叡、柳冠華、羅伊哲

指導教授：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陳育毅 教授

輔導業師：三商電腦-許顯達 經理

作品特色

　　在共享經濟的風潮下，共享空間這部分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是在通

用場地類型之資訊媒合平台缺乏的狀況下，可能有些擁有閒置空間的人

因為架設預約系統的技術門檻而無法自行建立預約專案，或是對於場地

的器材維護管理需耗費外人力成本而卻步，甚至是因為自製系統上的資

訊不夠齊全導致一般民眾租借空間的意願降低。為此，我們提供一套能

達到建置便利、資料正確且充足的通用型場地預約系統，除了讓場地管

理者有更即時有效與低成本的管理場地方式，更能以此消除場地租借雙

方資訊不對等。 

　　本系統有四大特色，以下將分別介紹：

1.Google Street View，場地資訊一覽無遺：我們使用Google街景服務

圖像替代平面相片作為場地實際情況的呈現方式。由於Google全景的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樣的比賽機會，尤其決賽當

日的攤位時間更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能夠得到從

學術與業界兩種不同角度來觀察專案的想法實在是獲

益良多。 非常感謝陳育毅教授以及許顯達經理的指

導，每次的討論都給予我們修改建議與支持，讓我們

能從一個出發點不停的擴大專案構想，每當遇到團隊

開發瓶頸的時候都適時的提點我們方向，讓我們能夠

跳脫框架、盲點後解決問題。

4.客觀場地品質：利用政府關於建築安全審核、建築屋齡以及消防設備相關的開放資料，讓使用者

在瀏覽場地的同時能直接獲得具公信力的場地評價或審核結果，培養使用者對於場地安全性的認

知與改善租借雙方的資訊不對稱。

核心技術

- Google Map Street View：

　　利用Google StreetView 提供的API，並搭配我們所設計的圖樣，讓場地管理在建立與修改的時

候能輕鬆在全景圖上進行編輯內容與拖曳調整的方式來建立預約內容，而不用在利用傳統的平面圖

加上圖像辨識才能設定座位。

- Firebase Real time database：

　　BaaS服務能協助App 開發者以最節省時間的方式，將App 加入雲端儲存的功能，而Firebase是

眾多BaaS服務中擁有最佳的效能、實施與維護性的雲端及時資料庫，能夠將數據庫中的任何改變都

同步更新至所有連接到該資料庫的客戶端。我們利用Firebase容易建置的特性，在用戶於系統註冊

時就同時引導用戶建置自己的線上資料庫，利用分散式資料庫架構的特性，讓每個人都能夠快速建

置管理自己專屬的場地預約系統。Firebase也提供API與官方文件讓我們能夠將構想實做出來。

- Webduino 開發版：

　　Webduino開發板是結合了Arduino Pro Mini 和WiFi 模組晶片，所開發出來的電路板，只要插電

源就會自動連上雲端，方便開發者進行物聯網裝置的研發與應用。Webduino使用Web元件化技術( 

WebComponents )，開發者只要使用自訂HTML 標籤，就可以完成開發板的連接與物聯網裝置的監

控，每一開發板都預設有一個專屬的雲端通道代碼，只要撰寫HTML 標籤，在device屬性填入雲端

通道代碼，這個網頁就可以輕易完成和Webduino 開發板的連線。

　　最後，非常榮幸能夠獲得優等以及企業特別獎，透過這次比賽，比起在校內學習時的各種期末

專案，有了更完整且有系統的專案開發體驗， 也藉此機會和不同的隊伍交流創意與技術。

拍攝與上傳方式越來越簡便，許多場地都拍攝了室內的實景圖，但是都沒有進一步的運用，因此

我們讓店家的預約系統直接以室內全景圖的方式呈現，整合所有預約流程與資訊，以圖像化的方

式呈現在全景圖上，使租借者可以只需透過全景圖上就能完成所有預約動作。

2.電子簽到，自動管理：每當有預約完成我們便會在管理者的預約者清單頁面即時更新資訊，並提

供兩種簽到方式給管理者選擇：(一)管理者可預先透過本系統產生一個簽到入口的QR-Code並列

印出來，預約者到場後可直接在票券頁面打開掃描進行登陸驗證，此方法可以節省報到台的人力

成本  (二) 管理者可於該場地管理頁面開啟二維條碼掃描器，預約者報到時須提供其電子票券以供

驗證，在預約完成後我們將會發送電子票券以供簽到使用。

3.智慧插座，聰明控制：我們利用Webduino開發版結合插座套件，組裝出能連網控制的智慧插座，

利用控制插座的方式，讓場地管理者能夠連接上任何電器，進而控制場地各項電器開關，加上我

們讓開發板將開關數據回傳至管理介面以供管理者依據實際紀錄的電器數據來進行節電政策的調

整。而在使用權限方面，我們也設計了相對應的判斷式，除了讓管理者擁有最高權限外，在一般

用戶方面則設定為只能在其預約的時段裡通過驗證後才會將插座通電以供使用,如此一來可以避免

有人沒有預約就擅自使用該空間。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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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行程遊港都-以計程車為例

學校科系：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隊伍名稱：不想面隊

團隊成員：王瑞評、蕭詠麟、林子旋、郭承儒

指導教授：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英家慶 教授

輔導業師：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朱科安 分析師

作品特色

1.簡潔實用的旅遊資訊：提供詳細的景點介紹與營業時間等，加快使用者對景點的了解。

2.熱門景點分析：使用計程車資料，分析出景點熱門度。

3.多天行程自動規劃：平台提供個人化旅遊行程推薦系統，讓使用者快速規劃旅遊行程。

得獎感言

　　在參賽前，雖然至今學習了不少理論，

以及獲得了許多實作經驗，但在過往的實作

過程中，仍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往的實

作經驗，確實可以訓練一定的資料分析基礎

能力，但使用的資料並非實務上的資料，終

究不算是進行「真正的資料處理」。可是對

於學生而言，要拿到實際的資料並不簡單，

因此過去都是使用模擬生成的資料集。這次

比賽的合作對象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是非常

重要也非常幸運，高雄市政府提供了一定規

模的真實數據，並且還是最貼近事實、富含價值及挑戰性的計程車人流資料，這對於我們來說可是

非常難得的機會，所以先不論最後得獎的名次，我們都十分感謝有這次的機會，可以實際考驗自己

的能力以及培養實作能力的精進。

　　在比賽過程中，遲遲無法從實際資料中看到可以分析的方向，最終多虧指導教授的一些提點，

以及起出高雄市政府所訴求的計程車上下車熱點分析，我們開始有了眉目，決定分析計程車與各旅

行景點的關係。當然若是沒有應用，那就太浪費資料的價值了，因此我們也決定加上旅遊推薦的網

頁，讓使用者可以進行行程自動安排，這樣便可以透過資料的使用，提升旅客遊玩的意願，並反過

來以增加旅客來提升計程車的效益，達到相輔相成的功能，發揮出資料分析的價值。

　　最終比賽結束，我們還是要再次聲明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可以經歷一個真實資料的處

理分析，以及自我能力的培養提升。而最後在比賽中榮獲優等獎的殊榮，我相信這對我們而言是最

直接及真實的肯定。

優等

　　PATS(Pattern-Aware Travel Route)係透過馬卡夫模型(Markov Model)，使用多條旅程軌跡

(Travel Route)計算景點之吸引力指數(Attractive Score)，作為自動安排演算法(MDTRA)之重要參

考。

3.多天旅遊自動安排演算法(MDTRA)

　　MDTRA演算法將會依據(1)旅遊天數、(2)景點營業時間、(3)景點融合分數、(4)景點彼此間距

離、(5)使用者對各種類景點之喜好，以上五項參數進行自動行程安排。

4.網站

　　網站使用ASP.NET MVC(C#)作為軟體開發工具，架構大致分成三項：(1)景點總覽、(2)行程自

動安排、(3)顯示自動安排結果。網站前端有使用Bootstrap、JQuery等套件開發。

核心技術

1.計程車資料分析

　　此專案主要目的，為使用高雄計程車

資料，將之加以分析、整理、歸納，並使

用相關演算法安排合適的高雄旅遊行程。

最終使用三種分析方式，使得高雄計程車

資料得以有效利用：(1) 計程車軌跡分析、

(2) 景點熱門度分析、(3) 上下車熱點分

析。

2.吸引力指數(P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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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站、APP與Beacon
共同建構出的嘉義i憩頭旅遊生態系

實例分享
學校科系：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隊伍名稱：小巴不載

團隊成員：彭欣瑩、吳姿妏、蔡佳峻、陳思頴

指導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許巍嚴 教授

輔導業師：IBM-陳祥文 全球化軟體工程師

作品特色

　　佳憶趣APP是一款以嘉義景點為主的RPG解謎城市遊戲，劇情概念是玩家收到一啟尋人委託，

並依據提示在嘉義著名景點檜意森活村、北門車站、嘉義公園等地進行關卡解謎最終完成委託，解

謎過程中帶入嘉義特色的介紹例如KANO嘉義農林、車站歷史、射日塔傳說與陳澄波二二八事件，

在移動至新景點關卡間的會開啟玩家手機GPS定位，當玩家到達該地點時才會開啟新關卡，因此吸

引玩家前來嘉義當地遊戲並觀光。

核心技術

　　APP核心技術前端採用IONIC 2前端框架，IONIC 2使用Web技術開發結合Cordova跨平台開

發，只需編寫一次代碼，就可以分別部署到iOS、Android等多種平台上，後端為PHP與MySQL建置

伺服器，利用PHP編寫後端程式以處理從手機App 上傳的資料，並存到後端資料庫，用GPS每秒取

得現在位置，將經緯度等資料與景點經緯度計算是否進入關卡，並使用嘉義i憩投提供的開源api應用

取得景點資訊，例如景點GPS 座標與景點圖片等。

得獎感言

　　我們是中正大學資管系四年級的學生。首先，先

非常感謝導師—許巍嚴老師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參

加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比賽。也感謝IBM的陳祥文工程

師在專案設計上給我們許多建議與協助。會議中，我

們學習到很多關於專案設計的正確觀念。這是我們

第一次參加這種比賽，需要和業界人士接洽、討論，

這過程讓我們體驗到許多在大學不曾遇到的情況。這

些經歷會將成為我們寶貴的經驗。雖然我們的成果作

品不是非常完美，但這是我們組員耗費勞力與時間的

技術名稱

Ionic2

Angular 2

MariaDB

Facebook API

Cordova

技術說明

App介面的框架

串皆所有介面

後端資料庫

Facebook 社群串接

行動開發框架

心血結晶。感謝每一個組員為這個作品所付出的努力。謝謝所有評審給予我們團隊的肯定，能獲得

佳作我們都非常高興。最後非常感謝成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與教育部能舉辦這個比賽。在會場見

識到許多其他的優秀參賽隊伍，也讓我們意識到我們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持續進

步。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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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LINE 聊天機器人的
有趣生活應用

學校科系：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隊伍名稱：出來面隊

團隊成員：趙博荃、詹侑軒、劉肇蕾

指導教授：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鄭麗珍 教授

輔導業師：LINE-蔡景祥 分析師

作品特色

　　台灣自1993年起進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的數據，台灣在2017年2月的老化指數首度破

百，老年人口超過了幼年人口，面對老化的社會，老年人的各項需求也逐漸增加，然而通訊與資訊

科技的進步，卻也形成了年齡差距而產生的數位落差。如今網路資訊爆炸，有各式各樣大量且來源

分散的資源，想要尋找到正確且符合需求的資料並不容易。我們發現相對於年輕人將手機和電腦運

用的得心應手，老年人對於新科技的上手速度較於緩慢，並不太擅長利用現今的搜尋引擎來使用關

鍵字得到想要的資訊，且部分老年人的身體機能下降，不太適合較精細的操作。綜合上述內容，我

們整理出下列問題：

A.老年人對於較不熟悉的科技產品或介面，需要簡潔的操作方式

B.部分老年人視力較差，手機打字較為吃力

C.大多數資料較為分散，搜尋整理不易

　　針對這類型的使用者需求，我們選擇製作LINE聊天機器人�EasyAsk。因為LINE在台灣的普及

率十分具有優勢，大部分的老年人對於LINE的操作都十分熟練，且LINE所發送的訊息能夠結合圖

片、文字和按鈕，除了使資訊的呈現一目瞭然外，也相當容易使用。

　　我們將資料的範圍專注於老人生活需求，讓老年人能在LINE聊天機器人的對話視窗上操作、搜

尋，並將生活需求歸類為食、醫、行、育、樂五大方面並利用LINE功能選單呈現，透過點選圖片選

擇想要詢問的問題類別後，再運用打字、手寫及語音輸入問題條件或關鍵字來得到想要的資訊，大

幅降低使用難度，使老年人在日常中遇到問題時，能夠快速的透過EasyAsk得到答案，讓生活更加

方便。

核心技術

系統架構：結合Python 與LINE Messenger API提供資料呈現。

資料蒐集：利用Python定時爬取開放資料、民間資料，另外結合Google Place API進行即時搜尋。

網頁呈現：建立ASP.NET動態網頁，應用JavaScript、jQuery與CSS進行頁面設計，提供動態網頁

進行特定功能的查閱、設定。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成功大學、教育部)舉辦這

個比賽，讓我們有製作完整專案的機會，也非

常感謝LINE的蔡景祥分析師，無論是在專案

的設計或是程式技術方面都給了我們很多的幫

助 ，讓我們獲益良多。

　　在參加這個比賽之前，各成員其實都沒有

太多作品的實作經驗，因此在設計作品相關功

能、熟悉程式設計環境以及各種開放API的使

用上都花了許多時間摸索，但在經過兩階段的

諮詢會議後獲得了很多的幫助也慢慢的把雛形

製作完成，在期末最後階段時，我們試著加入了網頁的介面、LINE 提供的Template滑動選單等形式

讓資料有更多元的樣貌，改善了使用者體驗。

　　決賽當天我們見識到了其他組別展現與不同領域合作所創作出的優秀作品，在擺台展示時評審

與業師們也給予EasyAsk許多技術、功能方面的指導，雖然目前EasyAsk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在

獲得這些幫助後也讓我們對未來的開發更有方向。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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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物聯網技術的
寵物照護管理系統開發

專案主持人：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許顯達 經理

隊伍名稱：抹茶巧克力汪汪

學校科系：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陳育毅

團隊成員：賴怡廷、高如萱、陳致安

作品特色

　　對現代社會而言，寵物已屬於人類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有許多人寧

願養「毛小孩」來取代生育子女。因應此趨勢而產生的寵物相關產業也逐漸崛

起，然而我們發現現今存在的寵物相關APP或相似平台所提供的功能大多只

專注於某個特定的功能，當我們需要使用的功能不只一種時，就需要下載多款

APP或是找尋多個不同的平台，以達到我們的需求。

　　因此，我們所開發的APP具備以下幾種功能以供使用者生活所需：

1.外出遛狗：

　　在使用者開啟了藍芽及GPS定位之後，外出遛狗的頁面中會顯示使用者

的狗狗(iBeacon項圈)與手機的距離，在距離顯示大於20公尺時，系統會發起

得獎感言

　　和業師討論過後，嘗試以追求經濟效益層面來看，發覺

我們的構想是無法在追求利益的市場生存下去的，長時間接

觸封閉的學術研究，鮮少面對來自真正社會的挑戰，在與業

師談話的過程當中，逐漸了解到學校和社會所需要的能力是

截然不同的，我們總會出校園，與業師會談的經歷使我們獲

益良多。很高興我們的成果受到肯定，我們會更加精進自己

的實力，將評審給予的意見完善我們的作品。

核心技術

1.iBeacon

　　手機可以透過藍牙裝置偵測iBeacon發射出的訊號，我們將iBeacon裝置在狗狗的項圈中，並將

序號跟手機app進行綁定，可藉此分辨自己與別人的狗狗(iBeacon)。

2.Firebase

　　Firebase是一個即時性的後端服務平台，使用NoSQL的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以用來儲存走失協

尋等相關訊息。Firebase最大的特色在於提供即時性的後台處理，例如走失訊息一經上傳，就會立

刻通知附近的使用者幫忙協尋。

3.Google街景

　　Google街景所提供的360度室內環景服務可以允許使用者查看世界各地的地圖景象、商家、餐

廳的內部環景照片。我們利用其特色，將APP結合360度環景照片讓使用者體驗養狗的過程，相較於

平面照片，環景照片更能模擬出實際的感受。

警訊以提醒使用者注意狗狗的動向。同時在頁面中也會顯示關於使用者在此次外出散步時，所獲得

的積分，在分數到達一定門檻時，可以根據所在地附近的其他使用者送出名片作為好友邀請，達到

交流的目的。

2.遛狗好去處：

　　在使用者開啟了GPS定位後，在遛狗好去處的頁面當中使用者可以看到自己周邊環境的系統已

記錄的遛狗地點。使用者也可以在這個功能中上傳自己所在的遛狗地點或是針對已經上傳的地點進

行評分。

3. 養狗達人速成班：

　　在養狗達人速成班的頁面中，我們以關卡的方式呈現給使用者。在每一關中都各自有一個主

題，讓使用者可以在這些不同的地點中體驗到養狗的事前準備以及該注意事項。

4. 緊急協尋：

　　在開啟了GPS定位及藍芽之後，使用者可以在緊急協尋的頁面中選擇進入「找狗」或是「幫忙

找狗」。在進入找狗的頁面後，當其他使用者也開啟了GPS定位及藍芽且手機偵測到走失的狗狗，

在失主的手機頁面中會標示出該手機位置，使用者可以立即得知走失狗狗的最新搜尋情況。而在幫

忙找狗的頁面中，使用者可以看見在自己身邊一定範圍內的走失狗狗的資訊。協尋功能只要使用者

開啟應用程式即可在背景搜尋走失狗狗。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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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展App
以台南市政府Beacon應用為例

學校科系：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隊伍名稱：王冠軍

團隊成員：王冠鈞、翁介誠、劉冠文、丁國騰

指導教授：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高宏宇 教授

輔導業師：南星創速器-朱宜振 執行長

作品特色

　　台灣設計展星際遊是一個結合台南市政府Beacon服務與

台南設計展導覽的跨平台手機App。

　　我們以設計展導覽與便民服務為設計主軸，在各個場館加

入挑戰題目，讓使用者在觀看導覽之餘，也能藉由問答了解更

多關於設計展與場管的資訊。

　　野味各個場管設計專屬於他們的收藏品，能透過挑戰或

Beacon蒐集屬於各個佔點的獨特收藏。

　　友善的使用介面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的瀏覽展館資訊，也能

答題獲得成就，蒐集獨特收藏來參與其中，盡情享受展覽。

　　此作品已於台灣設計展展覽期間上架，使用者可以於play 

store或app store下載安裝使用

android  、  ios。

得獎感言

　　這是我們這群學生第一次參加軟

體創作達人競賽，十分感謝高老師與

朱前輩能夠給我們這個機會，從軟

體故事與流程的設計、架構的規劃

甚至到最後的手機應用程式上架申

請，我們都受到了各種幫助，在這些

過程中獲得了許多收穫。為了能夠製

作真正能夠幫助到使用者的產品，

我們採用了製作用戶Persona、User 

experience map、競品分析與啟發式

評估等等方法，每次的嘗試都是一次

新的學習。

　　而從無到有的完成一項「軟體產品」的製作，對於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驗，身為學生的我

們，以往只能在課堂的作業專題或自己的side project上發揮，非常感謝這次軟體創作達人暑期成長

營給予我們證明自己「可以」的機會，也謝謝評審委員們的指教與建議，我們會持續改進延伸現有

的成品並從收穫中思考未來的方向，感謝！

核心技術

　　後端部份使用python的Django framework，結合semantic UI、JQuery與google API建構後端平

台及相關Api項目

　　前端部份使用PhoneGap搭配Framework 7框架與JQeury製作能夠運行於iOS與android的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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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投區域為主之客運通

學校科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隊伍名稱：WE HAVE DREAMS

團隊成員：林嘉緯、范均泓、翁琇甄、何曉倩

指導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吳坤熹 教授

輔導業師：威聯通科技-林哲生 資深工程師

作品特色

        南投縣尚無公車系統，只有客運系統。現行查詢到站時

間與客運路線等資訊，雖可藉由公路局之iBus公路客運APP

查詢，但若要針對南投縣查詢相關資訊，每次使用皆必須從

頭開始層層選擇，操作過程耗時費力，對不熟悉南投的觀光

客而言，更不是一項方便的服務。

因此，本團隊開發「以南投區域為主的客運通」APP，專門

為南投區域使用者打造各項便利功能。以下是作品的各項特

色 :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南投縣政府周湧裕科長、威聯通林哲生資深工程師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工系

吳坤熹教授在我們參賽期間給予指導。每週都不辭辛勞、不間斷地參與我們的會議，提供想法與意

見，指導我們一步一步向前邁進。讓我們從一個毫無C#撰寫經驗、毫無APP開發經驗的團隊一路學

習至今，到最後成功開發出南投區域專屬的客運APP。團隊成員在過程中都學到了非常多，不單單

只是程式上經驗的累積，還包含整個產品的構想、設計、開發、測試、包裝等等，以及過程中團隊

的共同合作、討論、專案管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我們在這次參賽過程中學到最珍貴的經驗。

也很感謝主辦單位提供我們這個專案題目，能夠發揮大學所學的專長回饋給南投縣，造福社會。最

後，我們團隊非常開心我們的成果能夠獲得肯定，未來也將持續磨練自身的實力，期望未來能夠繼

續發揮所長，運用科技的力量讓世界變得更加便利。

核心技術

        為了在Android與iOS兩大平台同時運行，本團隊選擇具有跨平台效益、執行速度接近原生語言

的程式框架Xamarin，使用C#來做開發。程式架構部分採用MVVM（Model–View–Viewmodel）的

方式來做分工，將畫面與資料作切割，方便未來維護。首頁地圖的部分使用Google Maps API來實

現。資料部分取自於交通部「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臺」的公路客運Web API，隨時存取即

時資訊；靜態資料部分則是儲存在手機或平板等行動裝置的SQLite 資料庫中，供離線查詢時使用。

一、圖像化的操作介面

         善用Google Maps，將與南投區域相關的客運站牌標示於地圖上，使用者能夠以最直覺的操作

方式，根據自己的GPS位置滑動或縮放地圖尋找站牌。此外，搭配導航功能以及站牌的實際街景照

片，避免迷路以及找錯站牌的情況。

二、簡潔明瞭的使用體驗

         以功能選單列出各項主要功能，針對不同的使用查詢情境分別設計。例如用路線編號查詢或是

用起訖站做查詢，就能夠立即查到有興趣的路線，操作快速且容易上手。

三、掌握即時客運資訊

         即將到站的客運路線、該路線預估的到站時間、路線詳細停靠站牌、甚至是客運的車牌號碼、

客運最新消息等等，這些使用者最迫切想知道的即時資訊，都能夠在APP中做查詢。

四、離線查詢

         即使處於網路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也能夠在地圖上查詢客運站牌、所有客運行經路線的資訊以

及客運聯絡資訊，讓使用者仍保有最基本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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