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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指導之專題題目 

年度 107 

專題題目名稱 表情辨識 

摘要 我們的起始點是人的臉，能夠用來傳遞社交及情緒，開心、驚訝、生氣、悲傷都可以，面部表
情僅持續不到一秒鐘，我們就能夠看出人們試圖隱藏的情感。 
 
並且我們這組覺得辨識系統具有未來的發展性，可以廣泛應用在任何事物上 
EX:無人商店、無人汽車....等 
 
所以選擇了「表情辨識」這個主題，想要藉由此次製作專題的機會來對表情辨識有更深入的了

解，認識這個技術目前進步到甚麼程度，以及對社會有甚麼層面的套用…等。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miXxDHzWs 

 

年度 107 

專題題目名稱 行政小幫手(智慧機器人) 

摘要 在學校辦理事務時，有時候會跑錯處室、資料沒帶齊或不知道要到哪裡申請所需的資料，導致
開學時各處室常常大排長龍，為了減少同學的申請流程與行政人員的辦理程序，於 是我們使用
了ASUS的Zenbo機器人，藉由事務查詢系統及帶路引導作業來提供使用者事務查 詢與帶路引
導的功能。 
（一）製作的緣起 開學時，很多學生都要到行政大樓辦理事務或申請文件，有一次在辦車證的
時候， 看到學生從出納組繳費排隊排到走廊上，從排隊的人群中，發現有的同學少帶申請表又 
走出出納組，有的同學甚至沒帶錢，卻盲目的跟著排隊，這不僅讓後面已帶齊資料的同 學需要
再花費時間等待，也造成行政人員需要跟每位同學解釋需要帶的資料，所以我們 想利用學校現
有的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想利用Zenbo機器人來減少辦理行政 事務的流程。 
 
（二）研究的問題 如何利用機器人給予協助，解決辦理車證時造成排隊的問題，讓大家可以一
次將資 料帶齊，達到有效率的處理行政事務，我們提出了幾項需要研究、測試的問題。 1. 當
使用者靠近的時候，偵測到人臉。 2. 提供事務查詢的功能。 3. 提供帶路引導作業。 
（三）研究的目的 藉由放在行政大樓一樓的行政小幫手Zenbo，來讓同學不管在辦車證、學貸
等等行 政事務上能夠得到有效的幫助，在上樓辦理事務時，一次將資料帶齊，達到節省行政人 
員的人力和節省彼此的時間。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g6DdB43qg 

 

年度 106 

專題題目名稱 O2O電子商務3D商品展示之智慧購物 

摘要 現在的網路商店商品的呈現方式都是以文字說明加上圖片展示來銷售商品，為了能夠讓商品能
夠以更立體的方式呈現給消費者觀看，本研究採用unity3D遊戲引擎透過Google VR以及C#語
法，結合720度環景及3D物件呈現於虛擬購物商城中，消費者可透過市售任意款式VR眼鏡，
就能夠以全視角的方式觀看整個商品，讓消費者彷彿置身在真實的購物環境當中，戴上VR眼
鏡後，不需要出門就能直接購物，而商品採用則3D立體方式呈現，可以透過視線去點選商品
，觀看商品的詳細資料，未來也能夠針對AR虛擬化商店的方向發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miXxDHz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g6DdB43qg


年度 106 

專題題目名稱 線上訂餐平台商業模式之分析 

摘要 通過質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對餐飲服務業消費者、經營進行調查研究。瞭解目前存在的虛實
整合餐飲服務的案例。整理餐飲消費者的特性，瞭解消費者對於使用虛實整合餐飲服務的觀

點。通過個案分析的方式，以線上點餐為例，探討虛實整合餐飲服務的具體運行方式。為經

營者用虛實整合商業模提供可之建議為店家以及客人提供完善的登入產品系統以及 APP 訂餐
系統，讓客戶以及消費者不用想選購商品時還需要跑至實體店面在 APP 訂單系統上便可一覽
無遺，對廠商而言此 APP 軟體不在對於一家廠商所設計而是對有興趣加入此 APP 的廠商都
可加入的。 

 

年度 106 

專題題目名稱 2D橫向卷軸遊戲製作 

摘要 此次的專題製作，我們針對平時壓力大的族群，思考該如何解決，最後決定應用資管系平時所
學，使用Unity製作一個小遊戲來減輕這個族群的壓力。在老師的指導及團隊的互相合作下，
我們製作出了這一款可愛悠閒風格的2D橫向卷軸遊戲。 
近年來人們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許多人卻透過吸菸、喝酒來紓壓，看到這樣的現況，我們想

要做出改變，於是選擇了一個對身體無害的舒壓管道：遊戲。 

 

年度 106 

專題題目名稱 3D校園導覽 

摘要 討論題目時發現因學校占地面積較大，各個建築物之間甚至還要騎愛心鐵馬，也發現有許多 
剛到我們學校的大一新生，不是那麼快就能熟悉各大樓位置，甚至少部分新生還會迷路，為

了解 決這個問題，我們想設計一套屬於學校的VR導覽，使用者透過Cardboard觀看，以Unity
打造3D場 景並結合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技術，創造擬真環境，讓使用者可以身歷其
境。有別於2D 平面地圖，對於一些比較沒辦法在腦中有立體影像的新生，更有效率的了解校
園環境！ 

 

年度 106 

專題題目名稱 體感遊戲製作----《夢盡》 

摘要 現今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人都被螢幕所綁架，因為大多數的人在日常活動中就是看螢幕，
成為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低頭族」，而非從事運動，導致缺少活動量，因此我們製作了兼顧

身體活動和娛樂的體感小遊戲----「夢盡」，透過使用者身體的肢體動作來控制遊戲中角色的
動作，進而增加使用者的活動量，並且使其也能達到身心娛樂的效果。 

 
 
 
 
 
 
 
 
 



年度 105 

專題題目名稱 互動體感遊戲 - Star Fire 星際戰火 

摘要 根據專家分析，使用平台無關控制器的舞蹈與樂隊式遊戲，是未來的市場趨勢。像是著名的
《舞力全開》、《舞蹈中心》和《麥可·傑克遜：遊戲》等舞蹈遊戲皆採用了體感技術。 
 
我們使用微軟的Kinect v2感應器用來做體感控制，並於這個基礎上開發一款有別於以往的體
感音樂遊戲．程式部分及遊戲介面則以Unity、C#為基礎架構來撰寫設計。 
 
最後成果可實機結合體感正常執行，並附有數種難度的關卡及不同歌曲供玩家選擇，操作簡

單且人性化。 

 

年度 105 

專題題目名稱 機櫃設備管理系統 

摘要 機櫃管理系統— 
此系統的目的在於能幫助企業管理及監控所有設備的異動、到期日及所有設備相關資訊，該

系統主要分為五大功能: 1、機櫃維護建檔: 監控機櫃，隨時得知機櫃剩餘空間與內含的設
備。2、機櫃設備維護功能: 包含所有設備相關資訊，並提供條件查詢。3、報表功能: 能列印
出所查詢的設備內容或是某段時間內的異動紀錄。4、日誌功能: 記錄下每個使用者的每項操
作及登入IP。5、後臺帳戶管理: 為最高權限使用者管理其他帳號、設定權限之用。 

 

年度 104 

專題題目名稱 停車位導覽系統-以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為例 

摘要 現今市面上的停車位app多是為駕駛尋找已停放之交通工具位置所在，本系統相較於其他app
，是從已停駛好交通工具之駕駛的角度出發，目的是讓駕駛外出的時後能安心專心於當下的

事情不需多耗費心力去記憶交通交通工具的位置。本系統因應室內外停車場的不同，藉由結

合手機的藍芽及beacon來實現室內的定位導航；在室外則是採取GPS衛星定位及Google已
建構好的地圖。完成本系統，期望能與大型停車場的對象進行合作，透過提升交通上的便利

度來攏絡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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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名稱 CatchYou－藍芽社群交友應用程式 

摘要 隨著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使用社群軟體的用戶也隨時間增加。如今社群軟體的
使用已經蔚為潮流，許多公司也投入到社群軟體的開發，如：BeeTalk、WeChat、17等，許
多公司特過提供陌生人或者附近使用者名單提供使用者交流的方式，增加使用者的興趣。 
另一方面在現在的智慧型手機中，藍芽已經是智慧型手機的基本配置，也開始有程式設計師

開始使用藍芽開發應用程式，如：FireChat。 
而本專題之目的在於將Facebook與藍芽進行結合，提供「附近的人搜尋」、「打卡」、「點
名」、「匿名聊天」四大功能，使用者可以透過藍芽掃描取得附近裝置的MAC位址，將MAC
為只傳送至伺服器進行使用者的對應且彼此匿名，搜尋後使用者可以選擇與人進行匿名聊天

，並且聊天後雙方同意下可以互相公開彼此的Facebook頁面，讓彼此可以在Facebook上互
相加入好友，此一措施除了可以確保使用者個人資料安全外，也可以先確定彼此的興趣在進

行交友。本專題之應用程式採用Android平台進行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