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第 23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決賽入圍名單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Urban Diary 你的未來，你來記錄 

資訊應用組 風險訊息檢測 APP 

資訊應用組 InHealth 

 

資訊應用組 

IMNINJA–基於 Text-Mining 之線上 PTT 社 

群觀測平台 

資訊應用組 震知道了 

資訊應用組 AIWISFIN 人工智慧對話式理財機器人 

資訊應用組 物聯網架構之兒童健康促進智慧座椅 

資訊應用組 通用型便當訂購系統 

資訊應用組 播課師 

資訊應用組 無畏懼高症 

資訊應用組 救救菜英文—英文學習系統 

資訊應用組 躲貓貓 

資訊應用組 美麗鏡界 Smart mirror - 智慧化妝鏡 

資訊應用組 MySugar 

資訊應用組 基於影像辨識之自走車應用系統 

資訊應用組 胸部 X 光之決策支援推播系統應用 

資訊應用組 憶想星空 

資訊應用組 E-Musician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如魚得水 

資訊應用組 Block 券 

 

資訊應用組 
客制化襪品訂購系統與人工智慧之人臉識別 

應用 

 

資訊應用組 
運用腦波情緒辨識數據於交友媒合行動應用 

程式 

資訊應用組 Clothes To You 

資訊應用組 長者的陪伴 

資訊應用組 荷魯斯-空拍機影像辨識系統 

資訊應用組 PC 懶。組 APP 

資訊應用組 Pic them All 

資訊應用組 行動擴增實境之幼兒教育應用程式 -Kinder 

資訊應用組 銘記在心 

資訊應用組 友擬真好——VR 實境交友軟體 

 

資訊應用組 
Let's Beetle－物聯網甲蟲照護與記錄成長 

APP 

資訊應用組 利用虛擬實境建置銀髮族之懷舊情境 

資訊應用組 哇哩 eye 視界 

資訊應用組 愛粉絲 

資訊應用組 See Food - 智慧食譜辨識系統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GoGoFarming 

資訊應用組 Zenbo 帶你 Shopping 趣 

資訊應用組 食來孕轉 月子秘書的服務創新 

資訊應用組 AI 智慧型整合展場保全系統 

資訊應用組 Smarter Hotel-整合雲端平台物聯網應用 

資訊應用組 失智，不要 NOW 

資訊應用組 藥生活很簡單 

資訊應用組 Lima 宜居分析地圖 

資訊應用組 工具箱 

資訊應用組 人工智慧面試系統 

資訊應用組 手指鳥 

資訊應用組 賴你買房 

資訊應用組 LocalShare－地圖型書籍共享系統 

資訊應用組 Memento 記憶拼圖 

資訊應用組 快樂會員 

資訊應用組 即時監視 3D 列印之視覺化資訊管理系統 

資訊應用組 拍 R^2 

資訊應用組 城市人，鄉村地 

資訊應用組 智慧工安帽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Traveler 旅遊部落客 

資訊應用組 重訓運動傷害預防 

資訊應用組 e 化聯絡簿 

資訊應用組 IoTea-分享茶館 

資訊應用組 善哉善哉 

資訊應用組 身得我心 

資訊應用組 遊程氏：遊戲式程設學習活動編輯系統 

資訊應用組 智慧型寵物餵食機 

資訊應用組 智慧拖拉庫 

 

資訊應用組 
影像辨識技術?結合 RFID(無線射頻識別裝 

置)?實作牛隻即時位置監測與管理系統 

資訊應用組 SLA 自學監督小幫手 

資訊應用組 提供多重觸覺回饋之穿戴式模組設計 

資訊應用組 物聯網及霧運算在農業自動化之應用研究 

資訊應用組 視障者藥物辨識輔具及其雲端平台 

資訊應用組 基於影像之害蟲辨識與雷射去除裝置 

資訊應用組 眾裡尋他三維度 

資訊應用組 BUY 咖 

資訊應用組 iHealth 

資訊應用組 智能導覽系統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Leap into HoloBrain 影像優化設計 

資訊應用組 風和日暖 

資訊應用組 Ping pong 君 

 

資訊應用組 
E-Life:結合智慧型手環以研發一套中藥飲 

食 APP 

 

資訊應用組 
實作MQTT 協定之物聯網閘道器應用於智慧

家庭 

資訊應用組 記帳雞 

資訊應用組 深度學習於醫療檢測之應用 

資訊應用組 兔逃-數位遊戲式排序教材 

資訊應用組 盲點 

 

資訊應用組 
基於物聯網之農田監控結合智慧影像辨識之 

機械手臂採集系統 

資訊應用組 智慧型光學鑰匙 

資訊應用組 智慧 i 食安 

資訊應用組 車行如水 

資訊應用組 AIR Taipei 

資訊應用組 人臉辨識商業智慧系統 

資訊應用組 學習姿勢 

資訊應用組 省電寶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機器人於居家陪伴/照護之應用 

資訊應用組 擴增實境之智慧訓練輔助系統 

資訊應用組 一助立地 

資訊應用組 整合臺灣開放課程之行動學習應用系統 

資訊應用組 老來得「智」 

資訊應用組 每日穿搭 

 

資訊應用組 
圖窮景獻 — Scatter/Gather 結合 LDA 與 

K-Means 建構圖片景點推薦系統 

資訊應用組 深度學習魔鬼教練 

資訊應用組 尋 Route 

資訊應用組 穿戴式智能健康管家 

資訊應用組 基於樹莓派的智慧拐杖 

資訊應用組 中文手指閱讀器 

資訊應用組 飛越校園 

資訊應用組 AMAZOO 虛實體驗智慧遊園系統 

資訊應用組 臉書-刷臉借書 

資訊應用組 虛擬實境之火災體驗 

資訊應用組 VIPS 顧客服務感知系統 

資訊應用組 記起來 

資訊應用組 全天候重度身障自主控制溝系統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友你真好 

資訊應用組 Stress Cube 

資訊應用組 慣老闆 

資訊應用組 就是要學ㄅㄆㄇ 

資訊應用組 服務足跡 

 

資訊應用組 
結合即時路況報導與Google-Map 的行動裝

置軟體 

資訊應用組 網軍糾察隊 

資訊應用組 智慧藥物辨識系統 

資訊應用組 公車停 

資訊應用組 低成本指靜脈辨識系統 

資訊應用組 複雜背景之車牌定位 

 

資訊應用組 
Linggle Booster 英文適性自主學習輔助系 

統 

資訊應用組 eTea 趣 

資訊應用組 不二法門 

資訊應用組 All-You-Can-Bike 

資訊應用組 換匯大師 

資訊應用組 祝妳好孕智慧托腹帶 

資訊應用組 雙北即時旅遊 APP-說走就走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訊應用組 關鍵時刻 

資訊應用組 AI 穿戴式盲人導引輔具 

資訊應用組 消防員火災 VR 訓練系統 

高中高職組 自由革命手遊 

高中高職組 IOT 監看具有自動壓垃圾裝置 

高中高職組 校園 Infobahn 

 

高中高職組 
應用 Open Data 之夜間安全路徑規劃性別友 

善系統 

高中高職組 崴統保險經紀人 行動 APP 

高中高職組 行動口袋地圖 

高中高職組 結合 APP 之多人迅捷點餐系統 

高中高職組 抓寶 Online 

高中高職組 智能遊園車 

高中高職組 IOT 結合手機監看綠能屋系統. 

高中高職組 三合一智慧生活屋 

高中高職組 趣味小拼圖 

產學合作組 知情達意好幫手 

產學合作組 VR 虛擬實境應用於模擬門診 

產學合作組 ConcerTing-演唱會訂票與資訊整合系統 

產學合作組 傘下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產學合作組 旅行「聲」活 

產學合作組 智慧製造機台聯網串流排單報工系統 

產學合作組 來福狗 

產學合作組 物流黑盒子 

產學合作組 O2O GO - 無人商店新體驗 

 

產學合作組 
偏鄉順便代領藥社會服務：應用智慧科技來 

解決偏鄉地區的醫療困境 

產學合作組 電爆你的夜 

產學合作組 音訊全無--私密通訊 APP 

產學合作組 吾居無束 

產學合作組 EatFast 

產學合作組 LPWAN 為通訊基礎之物聯網監控平台 

產學合作組 懶出遊-AI 人工智慧導遊 

產學合作組 萬國通 

產學合作組 繩跡妙算 

產學合作組 Story Maker 

產學合作組 樂齡好志在 

產學合作組 EZ Go-旺事如意 (iOS 版) 

產學合作組 We Are Family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產學合作組 
SHAPPA 我型我塑 2.0：基於 AR 擴增實境

之髮型試戴模擬系統 

產學合作組 音響工程專案管理系統 

產學合作組 攜帶式智慧數蝦桶 

產學合作組 打火機 

產學合作組 鍵入家境-室內設計 app 

 

產學合作組 
MyProGuide 專業導遊媒合平台之使用者介 

面優化 

 

產學合作組 
RNN 自動編碼器量化模型應用於工具機異

常偵測 

產學合作組 三尺 - 基於文字探勘技術的法律援助系统 

產學合作組 基於健康存摺的個人化醫療資訊收集推薦器 

 

產學合作組 
具雲端混沌認證加密隨身碟與商業化管理平 

台之建置 

產學合作組 PT 預測-透過空房率看客流量 

產學合作組 IOT 雲端智慧藥盒 

產學合作組 M.M 智能理財機器人 

產學合作組 健保無限加 V2 

產學合作組 AR EZ Learn-兒童 AR 動物 3D 學習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產學合作組 旅遊智能服務助理 

產學合作組 愛上語言 fun 輕鬆--AI 興趣式學習 

產學合作組 沉積製造品質監測系統開發 

產學合作組 Virtual 學識 

產學合作組 Safe I N 居 

產學合作組 銀髮族健康促進體感遊戲系統 

產學合作組 物資捐贈 

產學合作組 靠臉吃飯 

產學合作組 LINE 叮-Lighting Your Life 

產學合作組 鏈募 

產學合作組 Nursemaid 多功能照護系統 

 

產學合作組 
Goorder - 基於 Chatbot 的顧客經營管理服 

務 

產學合作組 科技新櫃 

產學合作組 學無止徑─個人化程式學習路徑推薦系統 

產學合作組 芒果盒-居家智慧音箱 

亞太交流-英文組 EzSense 

亞太交流-英文組 Maker Playground 

亞太交流-英文組 IAQSPR 

亞太交流-英文組 Sellution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亞太交流-英文組 Natural HazInfo 

亞太交流-英文組 ZI YOU ZI ZHAI 

 

亞太交流-英文組 
Marketemy - Simulation Game for Learning 

of Digital Marketing 

亞太交流-英文組 BluePac 

 
亞太交流-英文組 

Quantized RNN Autoencoder for 

Time-Series Anomaly Detection in 

Machine Tools 

亞太交流-英文組 DroneFighter 

亞太交流-英文組 Unit Smile 

 

亞太交流-英文組 
Fat Burning Assistant using Virtual 

Reality and Music 

 

亞太交流-中文組 
Marketemy - Simulation Game for Learning 

of Digital Marketing 

亞太交流-中文組 貼貼 Phone 

亞太交流-中文組 UAV 農場自動巡航與農害動物驅離系統 

 

亞太交流-中文組 
Fat Burning Assistant using Virtual 

Reality and Music 

亞太交流-中文組 深度學習於醫療檢測之應用 

亞太交流-中文組 EzSense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亞太交流-中文組 i-Pairing Plus：虛實整合精準行銷平臺 

 

亞太交流-中文組 
Linggle Booster 英文適性自主學習輔助系 

統 

亞太交流-中文組 眾裡尋他三維度 

亞太交流-中文組 人工智慧面試系統 

亞太交流-中文組 智慧型農業害蟲蟲體計數器暨密度監控系統 

亞太交流-中文組 「路平專案」平不平? 

亞太交流-中文組 帮我筹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圖窮景獻 — Scatter/Gather 結合 LDA 與 

K-Means 建構圖片景點推薦系統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健保無限加 V2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區域住房平均價格預測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串連我們的愛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中央選舉委員會開放資料加值創新應用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風險訊息檢測 APP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芒果盒-居家智慧音箱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ConcerTing-演唱會訂票與資訊整合系統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震知道了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Lima 宜居分析地圖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三尺 - 基於文字探勘技術的法律援助系统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不抽菸的貓 

Open Data 創意應用開發組 社群軟體個人助理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換匯大師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愛粉絲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寵物情緒辨識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具多元互動機制之商業資訊公告系統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評價王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穿 就對了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銘記在心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Traveler 旅遊部落客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PC 懶。組 APP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MyProGuide 專業導遊媒合平台之使用者介 

面優化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應用 VR 技術於磚窯文化的保存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LINE 叮-Lighting Your Life 

商業資訊創新應用組 智慧餐飲推薦系統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 

 

賴你買房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 

 

Forvel - 外國人來台旅遊 App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 

 

智慧兒童安全防護裝置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 

 

能源 e 點通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應用系統主題 

 

城市人，鄉村地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Pawkii 寵物 app+智慧項圈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放(Fun)心 GO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幸福 IN 居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和地球做朋友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樂玩臺灣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能源消耗因子影響房價程度之探討-以台中 

市為例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安心買 TAIPEI！ 

經濟與能源空間開放資料服 

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 

 

輪椅生活安全行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全天候重度身障自主控制溝系統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Memento 記憶拼圖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AI 穿戴式盲人導引輔具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AIR Taipei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Urban Diary 你的未來，你來記錄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健康講起來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吃心絕對-智慧語音臺北美食推薦系統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視障者藥物辨識輔具及其雲端平台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健康最短的距離，坐好坐正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樂齡好志在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懶出遊-AI 人工智慧導遊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EZ Go-旺事如意 (iOS 版) 

 

台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 
全息投影結合對話機器人之商業溝通助理 

-ScBot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行動口袋地圖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AMAZOO 虛實體驗智慧遊園系統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優諾，艾諾–校園萬事通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校園即即通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愛上語言 fun 輕鬆--AI 興趣式學習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心情捕手:情感運算之問答遊戲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服務足跡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整合臺灣開放課程之行動學習應用系統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校園 Infobahn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鮮魚看得健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排課通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校務分析系統:結合資料倉儲之資料視覺化系

統 
 

教育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組 
具多元互動機制之教育資訊公告系統 

mi-Screen II 

資安創新應用組 智慧型光學鑰匙 

 

資安創新應用組 
具雲端混沌認證加密隨身碟與商業化管理平 

台之建置 

資安創新應用組 We Are Family 

資安創新應用組 隨插即用之萬用物聯網平台開發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資安創新應用組 當我們鏈在一起 

資安創新應用組 架構於混沌理論之創新網路資料加密技術 

資安創新應用組 極速秒抓-雲端攻擊即時警示系統 

資安創新應用組 音訊全無--私密通訊 APP 

資安創新應用組 電爆你的夜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聚會地圖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台鐵運行時刻表地圖-臺東線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GoGoFarming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花蓮縣公車客運系統重建與調查─1129 太 

魯閣(去程)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台南夜總匯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2018 鳳林街區生活機能調查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臺南日治時期料理店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新城&七星潭實境導覽 

TGOS 地圖協作應用組 校園神秘事件簿－鴿子 GG 地圖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AIWISFIN 人工智慧對話式理財機器人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鏈募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M.M 智能理財機器人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以 H-Diamond 驅動的區塊鏈電子紅利積分系 

統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記帳雞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InsurMan 保險智能服務系統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低成本指靜脈辨識系統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具區塊鏈即服務之紅利點數電商平台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InHealth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IMNINJA–基於 Text-Mining 之線上 PTT 社 

群觀測平台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Block 券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工具箱 

玉山銀行金融科技趨勢應用 

組 

 

ChainsCreater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萬人同心，CRM 創新 — 以「企管系學會」為 

例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妝模作樣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賓客如雲 CRM，響徹雲霄 POS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企業資料管理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NIKE-JUST DO IT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學生雲端交流系統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恩恩小姐姐內衣店-使用 Vital CRM 系統操作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肌不可失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有了 VITAL CRM 所有人都是神人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出人意表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關心與用心，是你我的關係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國內女性消費者購買化妝品與關聯性商品之 

探討 

企業數位轉型與雲端系統創 

新應用組 

 

茶湯會顧客關係管理之應用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IoTea-分享茶館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善哉善哉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運用腦波情緒辨識數據於交友媒合行動應用 

程式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祝妳好孕智慧托腹帶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Ping pong 君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智慧藥物辨識系統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LPWAN 為通訊基礎之物聯網監控平台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Drone Fighter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AI 語音監控系統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重感監測水智慧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Stress Cube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Nursemaid 多功能照護系統 

物聯網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 IOT 雲端智慧藥盒 

智慧零售組 Clothes To You 

智慧零售組 BUY 咖 

智慧零售組 O2O GO - 無人商店新體驗 

智慧零售組 10 分鐘內輕鬆建構商業智能利器 

智慧零售組 飛常商店 

智慧零售組 Unit Smile 服務情境的微笑影像分析系統 

智慧零售組 必 Buy 無遺 

智慧零售組 VIPS 顧客服務感知系統 

智慧零售組 一指搞定 easy 購 

智慧零售組 半自助式商場 

智慧零售組 i-Pairing Plus：虛實整合精準行銷平臺 

智慧零售組 ByLOHAS 

智慧零售組 鱻魚分享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雙北即時旅遊 APP-說走就走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AI 智慧型整合展場保全系統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攜帶式智慧數蝦桶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銀行保全機器人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基於深度學習的酒駕臉部辨識系統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餐廳訂位聊天機器人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PT 預測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基於影像辨識之自走車應用系統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書友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VR 虛擬實境應用於模擬門診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豬塊鏈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阿姆電影推薦聊天機器人 

AWS 雲端科技趨勢應用組 憂樂日記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慣老闆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旅遊智能服務助理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音訊全無--私密通訊 APP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ZooPower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鍵入家境-室內設計 app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不抽菸的貓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健保無限加 V2 



決賽組別名稱 專題中文名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行程小幫手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懶出遊-AI 人工智慧導遊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基於影像辨識之自走車應用系統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Linggle Booster 英文適性自主學習輔助系 

統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O2O GO - 無人商店新體驗 

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 We Are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