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初選入圍名單 

物聯網 

編號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30026 罩爆你 罩要緊 

30029 英文學習好幫手 具學習分析之物聯網英文學習教具 

30070 好的課，值得一修再修 具自定義功能之家電控制模組 

30084 防不勝防 人臉辨識防疫系統 

30096 IOTHOUSE02 智慧監控之魚菜共生管理系統 

30097 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大人物智慧魔鏡 

30105 iotscanner 物聯網安全偵查 

30135 AllYouNeed 辨地開單 

30151 蝦爆了 好水好蝦好價錢 

30166 太陽能智慧監控系統 智慧太陽能監控髒汙檢測系統 

30181 在家防疫做專題 動畫科技轎前燈 

30187 松露觀察小隊 松露 AIoT 系統及地底攝影開發 

30214 叫你阿嬤來啊 促進長者健康之體適能健身鏡 

30222 轉守為攻清起來 AIOT 疫情防護"罩" 

30242 大火起兮煙飛揚 室內定位與影像辨識救災逃生系統 

30274 四個人 海鱺性徵辨識系統 

30277 蛋幾勒 蛋幾勒 

30295 homIe 心情管家 

30298 想名稱想到神經錯亂隊 蓮蓬盥洗裝置 

30350 梳識碎屑 梳識碎屑 

  



2021 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初選入圍名單 

智慧機器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30010 一個人也要堅強 一閃一閃無人機 

30030 無名以冠 深度學習檢測之管外攀爬機器人 

30032 椰子收割機 椰子收割機 

30033 顯微鏡下的世界 以二維嵌入式平台實現光聲顯微鏡 

30034 我們要有一雙智慧眼睛 全 3D 雙眼視覺工件堆疊分類系統 

30044 當時就挺突然的 無線充電翻越地形之探勘機器人 

30045 人與人的距離 wifi 連線之機械手指 

30048 太難啦 六足探勘機器人 

30066 要你真面目 雲端註冊與深度辨識真面目系統 

30069 新鮮的肝 輪胎模具瑕疵偵測系統 

30079 香煎小鹿 自動導覽跟隨購物車 

30082 看好了我們只示範一次 防疫無人送餐服務載具 

30101 山林守護者 山林守護者 

30139 自駕高爾夫球車 分散式無向量地圖自動駕駛巡檢車 

30154 蓋亞拾荒救援者 智捷拾荒機器人 

30169 好滑好嫩 異質機器人智慧搜救系統 

30193 鎖向披靡 無線之氣動式螺絲扭力控制系統 

30194 走個過場得第一 粉體輸送裝置設計與分析 

30221 深度學習妳的脾氣 基於深度學習的多功能篩選產線 

30238 AUV 沒有 U 水下 AI 輔助型機器人 

30240 臨河羨魚不如下水當魚 智慧環控與節能水族養殖系統 

30246 攀爬機器人 攀爬機器人拉力式 

30249 哎呀！翻車了~ 可適應全地形之探勘機器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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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永續科技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30016 Pony 智在交通 

30019 Purplebook 音之萃 

30023 舌來了 舌下之意 

30046 電到不行 CNN 對咬翼片進行病症判斷標記 

30060 齒生只為你 智慧型牙齒疾病辨識系統 

30064 大樹下的寶寶成長紀錄 手持設備定位之就醫自動報到系統 

30074 聲刻 阿嬤的留聲機 

30076 有愛無礙 耳視目聽 

30081 三個傻瓜們 自動化癌症化療藥物調配系統 

30103 飛鷹隊 應用智能無人載具監測風機葉片 

30123 奇蹟世代 聽損者之 AI 影音理解助理 

30129 轉守為攻 智慧十字路口 

30132 TOYS 結合 AI 之互動式舌肌訓練裝置 

30145 小可 i 人流 1 把抓 

30185 鐵馬有我最安心 BiLight 智慧自行車尾燈 

30230 心有所屬 心聲 

30232 要活就要動 跟著我一起做 

30236 漸行薦樂 影像辨識及情境感知音樂推薦平台 

30255 綠能智慧家 電力配電盤之智慧檢測系統 

30270 介意重啟 智慧腳踏車尋車燈 

30279 AI-洗網君 智慧化水下箱網監控系統 

30288 fix(UTY) 尋找你的 Dr.Mood 

30299 大樹 門診去壅塞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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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互動科技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30003 讓世界知道 虛擬導師「偶的境界」 

30031 哭哭饅頭 VR 模擬照服員 

30035 吃飽睡飽精神好 切切疊疊 

30049 TeamWang GroundFlow 

30058 來見見世面 跳躍照捕捉系統 

30091 校正回歸 群聚感染 

30092 RobotAlive 上肢穿戴裝置機械手臂同步控制 

30094 交給你了乖乖 天下無雙絕命雙尊戰鬥 ROBOT 

30099 天窗六門 遊戲式盲文學習系統 

30106 米格魯 多節點穿戴感測器 

30118 智創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星之島 - VR 互動場域 

30130 專 運動骨架技術分析 

30140 料 4 如神 菓然有料 – 情緒辨識之水果茶飲推薦系統 

30211 可愛邱比特兔兔 我婆生成器 

30218 Song la 音樂創作智慧小幫手 

30223 Open24/7 應用於自拍照美化之閉眼修復系統 

30247 我把獎金全拿走 2 有摩有樣 

30268 無的放矢 虛實整合射箭標靶互動系統 

30302 SmartART 時尚汗潮 

30309 Code-G GravityPack 

30337 瘋健時代 快捷健 

30344 葛來分多加十分 虛擬實境魁地奇遊戲 

30349 疫手掌握 疫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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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與金融科技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30012 LINE PICK 賴皮 

30068 Triple S iCLOSEToU APP 

30085 韭菜的逆襲 股票投資決策支援系統 

30133 VoiStock VoiStock 

30150 難波萬 Suplock 區塊鏈供應鏈金融 

30155 到底對不隊 嗨！Buddy！ 

30191 香草冰淇淋 區塊鏈藝術品媒合平台 

30261 BlockMan 開放銀行區塊鏈控資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