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 

2022創新設計實務研討會 

大 會 議 程 

時  間 202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12:00~12:40 報到   

12:40~12:50 

開幕致詞  

創新設計學院   

王年燦  院長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smp-ejaa-hmp 

13:00~14:10 

場次 A   場次 B 場次 C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臺東大學 吳亦超 副教授   

東海大學 許宏誌 助理教授   

主持人/評論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藍國桐 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李後燦 副教授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仁智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許一珍 副教授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

m/icx-iidi-voc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nqp-sfxh-uhx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cpa-dfow-sub 

發表文章 

IM01_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探討 AED

理想設置地點之決策支援系統 

IM02_電商網路行銷之研究-以衣

二衫 OTT Men’s 網路商店為例 

IM03_消費者行為研究-以打造銀

髮族智慧照明環境為例 

IM04_智慧製造技術與應用-PLC 

實務智慧製皂為例 

IM05_智慧製皂-機械手臂控制 

IM06_從夾娃娃機市場來探討 AI元

宇宙的商機與應用 

發表文章 

CTM11_智慧穿戴裝置之研究：以跌

倒感測器為例 

CTM03_電子旅遊票券之現況分析-

以 KKday為例 

CTM12_聊天機器人之研究-以 Line 

Bot為例 

MLM01_探討友善農法固碳方法與效

益 

MLM02_探討鴨稻共生融入科技物聯

網之方法 

MLM04_失智老人與兒童走失鞋 

發表文章 

OS01_影視虛擬製作創新與應用之實

務研究 

OS02_臺灣保育類蝴蝶色彩與形態特

徵應用於動態圖像創作研究 

OS03_創新設計對於環境的思考 

MD01_實驗動畫創作《Speaker 

MD05_短片《希望你是那顆石頭》創

作論述 

MD06_動畫創作《菸》創作論述 

14：1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40 

場次 D   場次 E 場次 F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臺東大學 吳亦超 副教授   

東海大學 許宏誌 助理教授 

主持人/評論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藍國桐 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李後燦 副教授 

主持人/評論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仁智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許一珍 副教授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icx-iidi-voc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nqp-sfxh-uhx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

/cpa-dfow-sub 

發表文章 

CTM04_物聯網環境偵測之研究-以

警報型空氣盒子為例 

CTM05_宗教信仰與資訊科技結合之

研究：以信仰 App為例 

CTM06_電子商務網站開發與行銷:

以壹又貳分之壹咖啡館為例 

CTM08_以影像辨識技術偵測車輛兩

側移動物體 

CTM09_下廚趣 

CTM10_探討寵物經濟市場-以寵物

自動餵食器為例 

 

 

發表文章 

MD16_《秋夕夜聽香》民間習俗典

故之劇情動畫 

MD20_奴役化與社會階級制度支初

探應用於動畫創作研究《啪搭 

PADA》 

MD21_互動媒體設計《foREst》創

作論述 

MD22_3D 第一人稱恐怖遊戲《異家

人》創作概念 

MD23_《歡迎來到星世界》傳統文

化創意繪本 

MD24_《你怎麼了?》圖文書創作研

究 

 

發表文章 

MD08_繪本《WOW!FORMOSA!》之創作

論述-臺灣傳統文化結合立體互動媒

材 

MD10_動畫短片《Restart 重啟》之

創作論述 

MD18_樂齡族桌上遊戲設計之研究 

MD19_2D 橫向卷軸解謎遊戲《禾怨

谷 MUM》 

MD07_2D劇情動畫《臉徬》 

MD15_動畫短片《頭》之創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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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2022創新設計實務研討會 

論文發表-場次議程 

 

論文發表說明： 

1. 研討會以 Google Meet 進行，會議連結依大會議程表規定進行線上發表。 

2. 發表人請於發表場次開始前 20分鐘登入會議室，進行簽到並檢測設備。 

3. 每篇論文報告時間為 7 分鐘，評論時間為 3 分鐘；發表人報告時，須全程開

啟視訊鏡頭。 

4. 每篇文章於 5 分鐘時響鈴一聲提醒，7 分鐘時響鈴二聲停止報告，主持人/評

論人針對發表者提問。 

 

場次時間 場次 A  

主持人 

評論人 

國立臺東大學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吳亦超 副教授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許宏誌 助理教授 

13:00-14:10 

IM01_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探討 AED 理想設置地點之決策支援系統 

作者：陳光澄、張瑞登、林弘翌、陳禹丞、羅嘉瑩、蔡柏宇、林奕君、 

      方嘉君 

 

IM02_電商網路行銷之研究-以衣二衫 OTT Men’s網路商店為例 

作者：王嬿惠、張心丞、陳聖夫、陳毓瑋、汪辰翰、陳達耀、黃品超 

 

IM03_消費者行為研究-以打造銀髮族智慧照明環境為例 

作者：黃子源、張宇辰、邱振益、劉文揚、陳名鋒、陳秉義 

 

IM04_智慧製造技術與應用-PLC 實務智慧製皂為例 

作者：鄭嘉銘、高瑞鴻、陳筱穎、陳尹婕、吳語嫻、吳昱臻、郭昱瑄 

 

IM05_智慧製皂-機械手臂控制 

作者：盧怡安、李蓁、張家瑋、黃聖原、白皓宇、蔡奕柔 

 

IM06_從夾娃娃機市場來探討 AI 元宇宙的商機與應用 

作者：李國憲、陶建宇、李厚豪 

 

 

 

 



 

場次時間 場次 B  

主持人 

評論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藍國桐 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李後燦 副教授 

13:00-14:10 

CTM11_智慧穿戴裝置之研究：以跌倒感測器為例 

作者：蔡緒浩、傅皓鈺、孟容聖、陳家翔 

 

CTM03_電子旅遊票券之現況分析-以 KKday為例 

作者：蔡緒浩、高捷馨、洪羽霈、吳佳軒、石綿勛、粘弘濡 

 

CTM12_聊天機器人之研究-以 Line Bot 為例 

作者：蔡緒浩、王朝松、吳旻軒 

 

MLM01_探討友善農法固碳方法與效益 

作者：張芷晴、辜靖喻、吳東易、費聿明 

 

MLM02_探討鴨稻共生融入科技物聯網之方法 

作者：辜靖喻、張芷晴、吳東易、費聿明 

 

MLM04_失智老人與兒童走失鞋 

作者：黃珮晴、黃琪茹、彭子育、潘瑀潔、溫曉欣、費聿明、康松連 

 

場次時間 場次 C 

主持人 

評論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林仁智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許一珍 副教授 

13:00-14:10 

OS01_影視虛擬製作創新與應用之實務研究 

作者：鄭靜怡、左昀芸、方慶瑋、李浩昕、陳孟勳 

OS02_臺灣保育類蝴蝶色彩與形態特徵應用於動態圖像創作研究 

作者：吳凱莉、廖偉民 

OS03_創新設計對於環境的思考 

作者：陳綺珍、顧鴻壽 

MD01_實驗動畫創作《Speaker》 

作者：范雅誼、黃筑歆、侯慧妤、陳宇珅、高培瑄、蔡昕融 

MD05_短片《希望你是那顆石頭》創作論述 

作者：謝宜庭、林子忻、方勁文、張硯翔、梁景閎、張之妍、林靖潔 

MD06_動畫創作《菸》創作論述 

作者：杜昀軒、謝詠琦、藍苡瑄、溫宇柔、李善婷、陳姿蒨、欉培元 

 



 

場次時間 場次 D  

主持人 

評論人 

國立臺東大學 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吳亦超 副教授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許宏誌 助理教授 

14：30-15：40 

CTM04_物聯網環境偵測之研究-以警報型空氣盒子為例 

作者：蔡緒浩、鄭學謙、莊智霖、丁泓文 

CTM05_宗教信仰與資訊科技結合之研究：以信仰 App為例 

作者：蔡緒浩、黃荻雯 

CTM06_電子商務網站開發與行銷:以壹又貳分之壹咖啡館為例 

作者：蔡緒浩、胡鈞皓、鍾博宇、謝皓丞 

CTM08_以影像辨識技術偵測車輛兩側移動物體 

作者：彭建文、梁家愷、林芳羽、敖啟桓、賴俞森 

CTM09_下廚趣 

作者：彭建文、鄭翔安、劉芯妤、陳姿穎、陳湧昇、劉縈慧 

CTM10_探討寵物經濟市場-以寵物自動餵食器為例 

作者：蔡緒浩、劉仲軒、彭睿宏、葉子濬 

 

場次時間 場次 E  

主持人 

評論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藍國桐 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李後燦 副教授 

14：30-15：40 

MD16_《秋夕夜聽香》民間習俗典故之劇情動畫 

作者：吳昕霖、簡桂慈、黃靖庭、陳靜玟、游聖心、邱詩儒、紀俊年 

MD20_奴役化與社會階級制度支初探應用於動畫創作研究《啪搭 PADA》 

作者：鍾蕙宇、洪睿杰、羅翊庭、梁壬晴、張雅淳、蘇珊、吳懿庭 

MD21_互動媒體設計《foREst》創作論述 

作者：張嫚玲、陳衣綾、梁芳瑜、蔡瀚輝 

MD22_3D 第一人稱恐怖遊戲《異家人》創作概念 

作者：曾渝娟、鄒婉心、林素璟、劉振鳴 

MD23_《歡迎來到星世界》傳統文化創意繪本 

作者：許怡君、林育如、傅鈺喬、石若妘 

MD24_《你怎麼了?》圖文書創作研究 

作者：江雅娟、洪睿杰、劉家欣、許家育、林芊君、黃郁庭 

 



 

場次時間 場次 F  

主持人 

評論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林仁智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許一珍 副教授 

14：30-15：40 

MD08_繪本《WOW!FORMOSA!》之創作論述-臺灣傳統文化結合立體互動媒材 

作者：許蕎吟、林宛瑩、邱淑靖、蔡筑安、王姿璇 

 

MD10_動畫短片《Restart 重啟》之創作論述 

作者：黃于熹、蘇芊樺、許芝寧、陳思璇、王筑瑄、許祐瑄、紀俊年 

 

MD18_樂齡族桌上遊戲設計之研究 

作者：黃淑芬、林哲霆、陳侑嘉、陳凱威、李奎孝 

 

MD19_2D 橫向卷軸解謎遊戲《禾怨谷 MUM》 

作者：李艾倫、陳緗、林以薰、陳家羚、楊珮綺、高麗安、林育弘 

 

MD07_2D 劇情動畫《臉徬》 

作者：莊沛瑜、陳玉蓮、陶睿彰、蔣鴻林、余俊甫、溫吉懋、紀俊年 

 

MD15_動畫短片《頭》之創作論述     

作者：陳詩涵、陳禹廷、陳詩婷、劉子寧、蔡昕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