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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學年度電機系專題實作競賽組別公告 

1. 因疫情影響，本學期專題實作競賽口頭報告，依原定時間，改採「視

訊方式」辦理! 

2. 時間：111年6月8日（三）上午9:30-12:00。 

3. 每組報告時間約 6-8分鐘，組別序號及視訊網址將另行公告。 

   ※(各組需於報告時間內，提早進入視訊會議室，等待評審委員進 

   入評分) 

4. 專題海報更改為製作期末 PPT簡報 。※(當天視訊報告請各組自行 

   撥放 PPT操作使用)。 

5. 繳交上傳資料:  

  ①專題期中報告電子檔  

    ※(期中跟指導老師報告的內容，如:PPT檔案等，格式不拘) 

  ②專題書面報告電子檔 6頁 

  ③海報檔案→改為期末 PPT簡報(格式不拘，可參考範例) 

  ④書面報告比對結果+指導老師同意上傳回覆信 

 ★(比對結果經指導老師審閱後，請指導老師以 Email回覆同學同 

  意上傳，並請同學附上此信件取代簽名) 

6. 專題資料上傳截止日更改為:111 年 6 月 2 日(四)晚上 12 點前。 

7. 請各組同學將專題資料(含專題書面報告電子檔、海報檔案等)在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上與帳號 cyeeproject@ee.cycu.edu.t 共用， 

   依照系統時間為準，逾期不接受。 

※(檔案命名依照以下格式，[第 08 組]期中報告 v.1 與 [第 08 組]書面

報告 v.1，[第 08 組]期末 PPT 簡報 v.1，[第 08 組]比對結果 v.1(如有更

改請勿刪檔，新增 v.2 即可。) 

請同學務必準時繳交上傳!若延遲繳交者，影響該學期成績，後果自行

負責! 

8. 請各組依下表組別序號上傳資料。 

                                            電機系辦公室啟 1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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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能源組 

智慧控制組 

組別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與競賽之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1 
電機三乙 10828203 林世勳 

利用深度學習預測風速 洪穎怡 
電機三乙 10828204 王儒璽 

2 

電機三甲 10828136 許哲維 

太陽能史特林發電系統 許世哲 
電機三甲 10828138 王翔旻 

電機三乙 10828245 莊仁勛 

電機三乙 10828259 廖俊煇 

3 

電機三甲 10828118 林安栗 

特徵選取感應電動機故障檢測 李俊耀 電機三乙 10828217 丁春祺 

電機三乙 10828225 劉政緯 

4 

電機三甲 10828144 鄭丞佑 

智能綠色小宇宙 許世哲 
電機三乙 10822343 陳伯軒 

電機三乙 10828239 鍾睿哲 

電機三乙 10828244 施欣甫 

5 
電機三乙 10828205 徐菖晟 應用深度學習實現太陽能幅照度預

測 
洪穎怡 

電機三乙 10828207 潘彥廷 

6 
電機三甲 10828128 徐明煒 

智慧型火警偵測系統 許世哲 
電機三甲 10828135 程建嘉 

7 電機四乙 10728257 江祐駒 交流馬達感應電動機之故障診斷 李俊耀 

組別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與競賽之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8 

電機三甲 10828122 陳竑嘉 

汽車安全門 涂世雄 
電機三甲 10828131 藍子傑 

電機三甲 10828160 曹瑋倫 

電機三甲 10828161 許瀚陽 

9 
電機三乙 10828260 蔡雨竹 

智慧型排水孔清理器 涂世雄 
電資三 10820101 洪主惠 

10 
電機三甲 10828129 吳泓憲 

全自動防疫自走車 廖裕評 
電機三甲 10828130 蔡哲維 

11 電機三乙 10828202 丁楷薇 人像彩妝模擬及商品通路 app 涂世雄 

12 

電資三 10820103 郭懿倫 

智能收衣機 涂世雄 

電資三 10820108 盧君豪 

電資三 10820116 陳立棋 

電資三 10820137 陳立峰 

電資三 10820118 邱安昱 

13 
電機三甲 10828111 羅大微 

基於影響處理來判斷輪胎磨損程度 林康平 
電機三乙 10828218 楊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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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機四甲 10728139 胡皓嚴 動物行為預測地震系統 涂世雄 

15 電資四 10612235 王顗睿 無人機測高 涂世雄 

16 

電機三甲 10828115 何昱緯 

無人機姿態控制 游仁德 
電機三甲 10828117 葉星佑 

電機三甲 10828121 歐品希 

電機三甲 10828156 曾煒翔 

17 

電機三甲 10828104 徐璽恩 

Web Robot 王佳盈 
電機三乙 10828209 蔡皓珅 

電機三乙 10828210 張育維 

電機三乙 10828229 許祐杰 

18 

電機三乙 10828231 池允華 

列陣麥克風 張政元 
電機三乙 10828236 王緯騰 

電機三乙 10828241 陳大荃 

電機三乙 10828242 徐睿宇 

19 

電機三甲 10828127 陳姵安 

全自動 AI垃圾分類系統 廖裕評 
電機三甲 10828143 陳恩妮 

電機三甲 10828150 楊姵盈 

電機三甲 10828155 林沂萱 

20 

電機三甲 10828101 李承濰 

無人機的飛行原理 游仁德 
電機三甲 10828106 謝承諺 

電機三甲 10828120 張丞凱 

電機三乙 10828238 黃柏翰 

21 

電機三甲 10828124 蔡宗穎 

智慧鞋盒 何天讚 
電機三甲 10828125 陳柏昌 

電機三甲 10828126 謝其東 

電機三甲 10828141 蔡孟儒 

22 

電機三甲 10828105 林妤宸 

低成本肌電控制假肢 林康平 
電機三乙 10822147 陳又嘉 

電機三乙 10828213 謝旻蓁 

電機三乙 10828237 黃妙綸 

23 

人工智慧學士
學程三 

10824350 季傳宸 

免穿戴式主動抗噪裝置 涂世雄 
人工智慧學士

學程三 
10815138 李彥輝 

人工智慧學士
學程三 

10812243 陳思維 

24 

電機三甲 10828109 黎志祈 
基於毫米波雷達感測行人與車輛之

智慧路燈節能系統 
廖裕評 電機三甲 10828132 林昱愷 

電機三甲 10828146 王凱立 

25 

電機三乙 10828214 王鈺博 

四旋翼機姿態控制 游仁德 電機三乙 10828232 康育戩 

電機三乙 10828234 陳耘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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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與競賽之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33 

電機三乙 10828246 蘇淯程 

Ge-on-Si 平坦性與位錯分析 
吳燦明 

溫武義 
電機三乙 10828249 許宗凱 

電機三乙 10828255 于右臣 

34 

電機三乙 10828212 呂家輝 

高品質矽鍺虛擬基板之製備與優化 
吳燦明 

溫武義 

電機三乙 10828220 白礎豪 

電機三乙 10828222 張智堯 

電機三乙 10828240 陳俊豪 

35 

電機四乙 10731145 樂鎮瑋 

矽基板上之鍺磊晶之研究 
吳燦明 

溫武義 

電機三乙 10828208 游尚庭 

電子三乙 10826230 陳山堯 

電資三 10820135 孫詠開 

36 

電機三甲 10612270 謝文揚 

智慧監測系統 廖裕評 
電機三甲 10823302 紀彥辰 

電機三甲 10828142 顏啟祐 

電機三甲 10828170 翁樂天 

37 

電機三乙 10828224 林承佑 

非接觸式鍵盤 涂世雄 
電機三乙 10828226 蔡羽洛 

電機三乙 10828227 林奕辰 

電機三乙 10828233 蔡典呈 

 

26 

電機三甲 10828116 許庭愷 

智慧創作 邱謙松 電機三甲 10828139 魏亭宇 

電機三乙 10828219 黃暐宸 

27 

電機三甲 10828108 劉冠延 

無人飛行系統控制研究 游仁德 電機三甲 10828110 李旻澤 

電機三乙 10828264 林紹棟 

28 
電機三乙 10828221 廖成緯 

深度學習應用於桌遊以大同棋為例 翁愷貽 
電機三乙 10828251 石晉瑞 

29 
電機三甲 10828112 陳柏曄 

Kebbi Roll 王佳盈 
電機三甲 10828148 張逸哲 

30 
電機三乙 10828228 黃晨洋 

自動駕駛機器人 翁愷貽 
電機三乙 10828261 王晨安 

31 
電機三甲 10828114 黃睦權 

手語辨識 王佳盈 
電機三乙 10828215 沈廷翰 

32 

電機三乙 10823263 楊承澐 

數位類比濾波電路與等化器 涂世雄 電機三乙 10828230 胡敘言 

電機三乙 10828263 魏廷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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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組 

組別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參與競賽之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38 
電機三乙 10828235 鍾佩純 

影像辨識協助捕蚊機 賴裕昆 
電機三乙 10828247 畢瀞佳 

39 
電機三甲 10828147 李炘謙 研究 Ethereum 之演算法及嘗試以

FPGA對其加速挖礦 
賴裕昆 

電機三乙 10828248 吳旻謙 

40 電機三甲 10828103 沈郁珊 升降輔助椅 涂世雄 

41 
電機三甲 10828152 張泓傑 

Pacman on FPGA base on RISC-V 賴裕昆 
電機三甲 10828157 周宸誼 

42 
電機三甲 10828153 鄭宇辰 

異常流量偵測-類神經網路 賴裕昆 
電機三乙 10828252 吳鎧丞 

43 
電機三甲 10828102 林佳慧 

瞻前顧後 王佳盈 
電機三甲 10828113 廖紅綾 

44 
電機四甲 10712259 林瑋軒 

 SDN:NAT-P4的應用 賴裕昆 
電機三乙 10828206 葉城志 

45 
電機三乙 10828211 謝文豪 (利用 FPGA實現WPA2無線加密

系統) 
賴裕昆 

電機三乙 10828216 姜彥廷 

46 

電資三 10820107 姚竣凱 

5G發展與 6G展望 涂世雄 電資三 10820112 盧彥傑 

電資三 10820114 徐翰陞 

47 

電資三 10820105 陳俊凱 

指靜脈辨識系統 賴裕昆 電資三 10820132 許祐銘 

電資三 10820140 黃于睿 

48 電資四 10720131 裘皓翔 程式漏洞檢測輔助工具 王佳盈 

49 

電機四甲 10628141 許睿恩 

開關盤 王佳盈 

電機四乙 10724147 詹棨聿 

電機四甲 10728118   温于萱 

電機四甲 10728133 張祐齊 

電機四甲 10728171 張綿理 

50 物理四甲 10512170 陳奕昇 
以 P4 語言在可程式化交換器中偵

查 heavy hitter 
賴裕昆 

51 電資四 10620146 簡胤軒 音源控制器 王佳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