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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一、系所簡介 

本系旨在培育同時兼具資訊系統及管理專長的專業人才，以配合國內資訊管

理教育發展的長遠目標， 及滿足國內資訊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我們係以學術

領導帶動資訊科技產業之發展， 在企業面對廿一世紀資訊科技及網路全面發展

之關鍵時刻，我們將從專業的角度提出因應的措施， 以協助其成功地接受全新

的挑戰。此外，我們專業師資陣容堅強， 並與管理學院其他系所及產業相互合

作，彼此分享資源，讓本系發展趨向多元化。 

 

二、發展特色 

本系之發展係以本校現有研究資源為基礎，並搭配先進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管

理的嶄新概念， 建立整合性企業資訊管理系統之研發環境。特色如下： 

1. 理論與實務並重： 

東海大學與中部科學園區及台中工業區為鄰，讓學生比其他大學有更多理論

與實務相結合的機會。 

2. 實習、就業與升學輔導： 

本系考量學生特質特性及生涯規劃，鼓勵學生爭取實習、就業機會或繼續深

造以累積更堅強實力，畢業生在專業師資的輔導下，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生

皆表現優異，深受各界器重。 

3. 認證考試： 

本系以「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及「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為主軸發展

方向，目前開授包括 AWS(亞馬遜雲端服務國際證照)、ERP (企業資源規劃)、

BI (商業智慧)、MTA (微軟國際證照)與 ISO 27001 (資安)、EPCglobal RFID (物

聯網)、EPCIE (物聯網)等國際證照認證課程，未來亦將納入其它實用性高的

認證課程，並鼓勵取得各項英文證照。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 

http://im.thu.edu.tw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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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硬體設備： 

本系配合發展需求，設有專題教室與物聯網教室，配有 PC、Mac 等電腦，並

有 VR、雲端伺服器、網路入侵偵測/防禦系統、3D 掃描器與 3D 印表機、眼

動儀、腦波儀、IoT 物聯網各式模組與 Arduino 開發環境等設備，硬體設備充

實。 

5. 專業軟體： 

Tableau 大數據視覺化分析軟體、IBM SPSS AMOS 20.0 大數據統計分析軟體、

SAP-BI 商業智慧軟體、V-Point 主管資訊系統軟體、Expert Choice 11.5 決策軟

體軟體等等。 

 

三、系教育目標 

1. 學士班 

培育管理實務與資訊科技之人才。 

培育資訊系統管理與應用之人才。 

培育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人才。 

培育多元與永續學習之人才。 

2. 碩士班 

培育管理決策與創新能力之研究人才。 

培育資訊科技與實務能力之技術人才。 

培育國際視野與永續學習之管理人才。 

培育社會關懷與多元學習之領導人才。 

培育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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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核心能力 

1. 學士班 

問題分析、定義需求與解決問題能力。 

資訊管理規劃、執行與決策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能力。 

資訊科技實務與管理能力。 

自我學習與獨立思考。 

跨領域知能與社會責任。 

2. 碩士班 

問題分析、定義需求、解決問題及創新能力。 

資訊管理規劃、執行與決策能力。 

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能力。 

資訊科技實務管理與研發能力。 

自我學習與獨立研究。 

整合資訊科技與管理科學研究能力。 

跨領域知能與社會責任。 

 

五、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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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主任的話 

親愛的同學與家長們， 

大家好。 

春暖花開，新的學期開始了。在全球化、數位化的過程中，農曆春節也慢慢

不再讓人感受到舊時的節慶年味，熱熱鬧鬧的元宵展現出屬於這個世代的數位光

雕燈慶。這是一個變化的世代，而且是變化得非常快速的世代，資訊化的浪潮席

捲全球，歐巴馬在教學網站寫下他的第一個程式，歐美各國在小學推動程式設計

課程，2016 年初，Google 人工智慧圍棋程式在打敗歐洲圍棋冠軍之後宣布挑戰

世界頂尖高手。在期待這場決戰的當下，心感而發，寫下這段話給我們的同學和

家長們，一起加油、成長吧！ 

出生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新資訊世代，SoLoMo (社群 Social、在地

Localize、行動 Mobility)已是深深埋藏在你們的血液裡，3D 列印、製造者時代、

物聯網、大數據、機器學期，許多新名詞前撲後繼地跳入你的眼簾，微型創業、

共享經濟、銀行 3.0、製造 4.0，新興科技掀起的革命即將改變了人類多年來的生

活方式。放眼未來，資訊與網路的結合將持繼翻轉這個世界。 

社會上普遍有著一個錯誤的印象，資訊管理學系已經太過氾濫。而實情卻是，

就業市場上，產業對於資訊相關科技人材的需求是最多的，薪資也是數一數二的。

原因無它，值得。資訊管理入門容易但精熟卻不簡單，它更是一個強調實踐的學

問。唯有從周圍的環境中感知到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種種資訊，從而

理解、轉化、加值成有力量的知識，才是企業競爭力根本提昇的關鍵。而市場卻

是急劇改變的，只有在關鍵時刻已經準備好的企業，才能在市場上獲取成功。資

訊管理是一門能夠實踐「知識就是力量」、「時間就是金錢」這兩句格言的學問。

這才是資訊管理深受產業認同的理由，更也是資訊人可以開創出改變整個世界的

產業的根本。因此，你不必擔心就讀資訊管理學系的前景。 

歡迎你們來到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雖然年輕，它是最有活力的系所，更

棒的是，它身在一個最適合發展資訊管理的東海大學，橫跨九個學院面向世界的

不同角度，讓你擁有最寬廣可以跨領域學習、實踐的場所。系上也得到教育部、

科技部的許多認同，如教育部的多項人材培育計畫、老師們的科技部研究計畫，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學校更以增聘教授的方式實質肯定資訊管理學系。它也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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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俱進的，能夠追隨時代脈動。教師群們時時刻刻專注在未來的資訊管理科技發

展趨勢，訂定近年的發展方向為①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②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

應用，將更貼近產業需求，強調跨領域實踐，讓同學們真正從做中學習。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既有的基礎上，東海資管一方面追求研究卓越，鼓

勵師生進行跨領域整合研究，一方面強調教學務實，不斷修正教學方向內容，增

聘專任教師，厚植實力，引入業界教師，開授產業實務課程，推動國際化，鼓勵

英語授課與海內外交換研修與實習。 

『求真、篤信、力行』是東海大學的校訓。在追尋學問的道路上，東海資管

可以給你最務實的學習，面對未來不可知的挑戰，東海資管可以給你最紮實的訓

練。期盼同學們相信自己，勇於實踐自己、突破困難與開創未來，你們絕對可以

做到最真、最善、最美！ 

 

七、師資介紹 

1. 專任教師 

姓名 職級 學歷 專長與研究範圍 

林正偉 
教授 

兼系主任 

台灣大學 

資訊工程博士 

雲端計算、作業系統、

生醫訊號處理、中文資

訊處理、網際網路與應

用 

陳鴻基 講座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工業工程/資訊系統博士 

科技管理、資訊管理、

知識管理、電子商務、

軟體工程、人機介面、

服務科學 

陳澤雄 教授 
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計算機組)博士 

電子商務安全、網路安

全、資訊安全、網路學

習、資訊管理 

吳金山 教授 
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博士 

資訊決策、網路消費者

行為、網路行銷、資訊

管理、電子商務、服務

設計與設計思考 

姜自強 副教授 
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資訊與網路組)博士 

物聯網與無線感測網

路、智慧居家照護系統、

醫療資訊系統與數據分

析、文字探勘、Cisco 網

路管理、ISO 27001 資訊

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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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級 學歷 專長與研究範圍 

張伊婷 副教授 
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博士 

資訊系統專案 /方案管

理、團隊合作行為、企

業資源規劃導入、大型

資訊系統導入及規劃 

張育仁 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博士 

供應鏈管理、系統分析

與設計、專案管理、軟

體研發、企業電子化 

余心淳 助理教授 
美國麻州大學 

電腦科學博士 

物聯網應用、電腦網路、

機器智能學習、資訊安

全、訊號與資料分析 

林盛程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博士 

虛擬社群、電腦媒介溝

通(CMC)、社會網絡分

析、資訊管理、知識管

理、社群行銷與分析 

 

2. 兼任教師 

姓名 職級 學歷 專長與研究範圍 

鄭菲菲 教授 
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博士 
服務科學、服務設計 

潘人豪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博士 

大數據分析運算及應

用、個人化推薦與決策

支援系統、醫學生物資

訊學、資料探勘與機器

學習 

黃尹姿 講師 
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計算機組)博士 

程式設計、資訊管理、

資訊安全、網路與軟體

應用 

李晉昌 講師 
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 碩士 

電腦網路、資通安全、

資料結構、程式語言與

設計、無線感知系統、

大數據應用 

 

八、109學年度學生註冊統計 

學系 註冊學年 人數 

資訊管理學系 
109-1 302 

109-2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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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09學年度新購圖儀設備 

商品名稱 規格 用途說明 

電腦 

處理器：AMD R7 4750G 

記憶體：32GB DDR4-3200 

SSD：1TB M.2 PCIe 

硬碟：2TB SATA3 

汰換系上老舊

電腦，提供研究

生使用。 

液晶螢幕 27 吋液晶顯示器 

系上老舊螢幕

汰換、實驗室螢

幕更換。 

筆記型 

電腦 

ACER SF514-55GT-53NK 14 

處理器：Intel® Core™ i5-1135G7 

記憶體：16GB LPDDR4X(Onboard) 

硬碟：512GB PCIe NVMe SSD 

螢幕：14" FHD/鏡面/LED 背光/IPS/觸控 

顯卡：MX350-2G 

提供教師授課

與學生借用、研

究生跑資料分

析使用。 

NAS 網路 

儲存器 

DS1621XS+ 

處理器：Intel® Xeon D-1527 4 核心 2.2 GHz 

記憶體：16GB  

磁碟槽數量：6M.2 磁碟槽：2 

研究室資料儲

存，專題資料儲

存、線上課程影

片與線上測驗、

口試等影片資

料儲存。 

電腦周邊 

零件 

電腦周邊如滑鼠、鍵盤、硬碟與實驗室零件耗材

如 3D 印表機原料、電路板模組、實驗室環境線

材等。 

M419、M410、

M420、M409 等

實驗室之電腦

更新與實驗耗

材、實驗環境維

護、並支援有耗

材需求之課程

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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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一、升學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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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獲獎 

1. 109 學年度校內獎學金獲獎統計 

獎學金名稱 人次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10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8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6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4 

東海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 1 

東海大學社團服務傑出獎學金 1 

 

入學管道 獲獎人次 

申請 10 

考試分發 9 

個人申請 4 

其他 3 

繁星推薦 3 

大陸聯招 1 

 

2. 109 學年度書卷獎 

系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獎學金 

資管 1 S09490015 江其澤 1 10,000 

資管 1 S09490017 郭欣俞 2 5,000 

資管 2 S08490605 葉晉榮 1 10,000 

資管 2 S08490037 王柏權 2 5,000 

資管 3 S07490047 何松澄 1 10,000 

資管 3 S07490023 黃鈺琳 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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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學年度榮譽生 

系級 學號 姓名 英文名 

資管 1 S09490015 江其澤 CHIANG, CHI-TSE 

資管 1 S09490017 郭欣俞 KUO, HSIN-SHU 

資管 1 S09490057 吳永堉 WU, YUNG-YU 

資管 2 S08490605 葉晉榮 YE, JIN-RONG 

資管 2 S08490037 王柏權 WANG, PO-CHUAN 

資管 2 S08490008 辛昀軒 SHIN, YUN-SHIUAN 

資管 3 S07490047 何松澄 HO, SONG-CHENG 

資管 3 S07490023 黃鈺琳 HUANG, YU-LIN 

資管 4 S06490043 陳嫻芳 CHEN, HSIEN-FANG 

資管 4 S06490022 林品百 LIN, PING-BAI 

資管 4 S06490026 林昱瑄 LIN, YU-HS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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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競賽獲獎情形 

日期 姓名 競賽名稱 獲獎名稱 

2021/04/24 

莊舒歆 

陳亭云 

洪瑀暄 

2021GiCS 第 1 屆尋找資安女婕思競賽 

-資安闖天關 

大專校院組 

佳作 

2021/04/19 
羅心妤 

莊舒歆 

109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 

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 

參賽作品：智慧月老-牽里遇見你-為彼此

量身打造良緣的演算平台 

築夢組 

第一名、 

最佳人氣獎 

2021/03/16 
何俊名 

吳曜吉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桌球分區錦標賽 

男子團體 

第四名 

2021/03/16 邱郁喬 大專盃羽球中區預賽  
女子單打 

第五名 

2021/03/06 何俊名 靜宜盃桌球錦標賽 
男子團體 

殿軍 

2020/12/19 江佳嬅 

2020 全國資訊管理 

前瞻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論文名稱：運用資訊系統成功模型於資訊

分享平台在智慧校園服務之研究 

佳作 

2020/12/11 

王柏權 

張文立 

簡維良 

葉晉榮 

黃清哲 

2020 邁客盃 MCUP 

-運算思維與創意設計大賽 

主題名稱：古與今-不期而遇 

大專院校組 

第一名 

2020/11/04 邱郁喬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 
女子單打 

第二名 

 

  



 12 

 

2021GiCS第 1屆尋找資安女婕思競賽 

資管系學生莊舒歆、陳亭云、洪瑀暄榮獲「資安闖天關-大專校院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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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 

資管系學生羅心妤、莊舒歆榮獲「築夢組」第一名、最佳人氣獎。 

 

 

  



 14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分區錦標賽 

資管系學生何峻名、吳曜吉榮獲男子桌球「團體賽」第 4 名。 

 

 

左圖為資管系學生何峻名，右圖為資管系學生吳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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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邁客盃MCUP-運算思維與創意設計大賽 

資訊管理系學生榮獲「2020 邁客盃 MCUP－運算思維與創意設計大賽」大專院

校組年度優勝 

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微軟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聯合舉辦的第三屆「2020

邁客盃－運算思維與創意設計大賽」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高雄市義守

大學進行決賽，共計 435 隊、超過 1,200 位橫跨全台國小到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

參與。本校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二年級張文立、簡維良、王柏權、葉晉榮、黃清

哲等五位同學，以「古與今–不期而遇」為題的創意設計作品，榮獲大專院校組

年度優勝的獎項，成績斐然。 

 

本校資管系學生榮獲 2020 邁客盃-創意設計大賽大專院校組年度優勝 

邁客盃創意設計大賽是以重現故宮國寶與在地文化共融精神，透過人工智慧

機器結合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並激發新文化科技的想像運用為競賽主軸。本次

參賽的同學表示，這次參賽的作品「古與今–不期而遇」是結合故宮國寶文物與

高雄港都在地的文化景點為主要概念，藉由 Minecraft 這個以方塊組成的遊戲世

界，建置出古今新舊交融的場景，以現代遊戲軟體獨特的媒體特性來傳達故宮文

物的歷史背景，並賦予全新的意義。例如，在參賽的遊戲作品中以故宮文物《江

帆山市圖》為參考場景，並連結高雄著名景點「打狗英國領事館」，既表現出古

時候貿易的景象，又傳達出高雄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又以《清明上河圖》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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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夜市」，重現古代市集與現代夜市的繁華熱鬧，結合成為新樣貌；以《唐

人宮樂圖》結合「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展示現代特殊設計之建築與重現古代音

樂聚會；以《駿馬圖》結合高雄知名的「澳登堡馬場」，發揚馬術運動與傳統騎

馬文化。 

資管系首次參加該項競賽並得獎，得獎人張文立同學表示，於東海大學接受

到的程式教育非常受用，並在本次競賽的過程中，受指導教授余心淳老師的啟發

與引導，從不同的面向與深度反覆思考主題的設定，最後才能設計出一個富有教

育意義與遊戲性的遊戲場景，以推廣故宮文化與高雄景點為目標，實在是獲益良

多。感謝故宮、微軟和高雄市政府所給與的高度肯定與殊榮，並由衷感謝指導教

授余心淳老師於過去一個月的時間，對本作品從方向的確定，所提供在資訊專業

與創意思考上悉心的教學，以及指導設計方向與目標設定，讓整個創作過程變得

有趣且順利。還要感謝本次參與製作作品的同學，提供時間與精力，設計作品與

討論。最後，向曾經協助本作品的所有朋友們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左圖為本次參賽的展示海報，右圖為所獲頒的大專院校組年度優勝獎牌 



 17 

 

 

資管系參賽團隊與指導教授余心淳合影 

資管系首次參加該項競賽並得獎，得獎人張文立同學表示，於東海大學接受

到的程式教育非常受用，並在本次競賽的過程中，受指導教授余心淳老師的啟發

與引導，從不同的面向與深度反覆思考主題的設定，最後才能設計出一個富有教

育意義與遊戲性的遊戲場景，以推廣故宮文化與高雄景點為目標，實在是獲益良

多。感謝故宮、微軟和高雄市政府所給與的高度肯定與殊榮，並由衷感謝指導教

授余心淳老師於過去一個月的時間，對本作品從方向的確定，所提供在資訊專業

與創意思考上悉心的教學，以及指導設計方向與目標設定，讓整個創作過程變得

有趣且順利。還要感謝本次參與製作作品的同學，提供時間與精力，設計作品與

討論。最後，向曾經協助本作品的所有朋友們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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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 

資管系學生邱郁喬榮獲「一般女生組羽球單打賽」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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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摘要 

近年來科技產業有著突破性的發展，人工智慧演化的越趨成熟，向這個世

代席捲而來，大眾普遍對於人工智慧的使用習慣、行為以及認知，也產生巨大

變化，市場趨 勢也隨之而改變。消費者使用由人工智慧發展的居家照護機器人

之意願與成長趨勢來看，有著大幅度的成長；然而目前購買居家照護機器人在

家進行居家照護的消費族群 還是較為少數，由於過去對於居家照護機器人的研

究尚未有完整的資料，因此本研究 將根據科技接受模式之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資訊安全性及服務品質，探討消費者居家照護機器人購買意願之因素。

本研究應用網路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採用便利抽樣方法，並以因素分析和結構

方程式模型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對於未來實務與學術方面的貢獻，同時提出

人工智慧居家照護機器人資訊系統設計實務意涵，對於未來之研究能夠有具體

建議及參考。 

 

關鍵字：居家照護機器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資訊安全性、服務品質 

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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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國際會議情形 

日期起訖 姓名 國際會議名稱 研究報告或成果名稱 

2020/12/12-15 劉彥妮 ICEA 2020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Blockchain Cryptocurrency 

Implementation: Learning Coin of 

Campus 

2020/12/12-15 王敏倩 ICEA 2020 

The Implementation of IoT-based 

Smart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2020/08/15-16 曾煥捷 EAI 6GN 2020 
VR and AR Technology on Cultural 

Commubication 

 

五、演講活動 

1. 109 年 9 月 24 日邀請小世界遊戲公司負責人易達揚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

「團隊默契及協同合作」。 

2. 109 年 9 月 25 日邀請起點設計公司總經理許廷瑜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3D

掃描趨勢及應用」。 

3. 109 年 10 月 8 日邀請台 1 購大陸市場總監林宜慶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網

路社群行銷」。 

4. 109 年 10 月 15 日邀請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林昱達老師蒞系演

講，講題為「AI 忙什麼?」。 

5. 109 年 10 月 16 日邀請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洪孟志老師蒞系演講，

講題為「數位轉型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準備」。 

6. 109年 10月 16日邀請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定宇老師蒞系演講，

講題為「跨入軟體業與案例分享」。 

7. 109 年 10 月 22 日邀請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鐘智瑋老師蒞系演講，講

題為「資料科學在醫學上的應用」。 

8. 109 年 10 月 29 日邀請東海大學 EMBA 王鳳奎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掌握

產業趨勢 領先你的未來」。 

9. 109 年 11 月 6 日邀請魔術師陳日昇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魔術師陳日昇的

極限挑戰與追夢人生」。 

10. 109 年 11 月 19 日邀請東海大學 EMBA 王鳳奎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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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的基礎」。 

11. 109 年 11 月 25 日邀請台大醫院前副院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賴飛羆教

授蒞系演講，講題為「新世代精準醫療之智慧健康照護資訊系統 mdGod: A 

Next Generation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to Support Precision Medicine」。 

12. 109 年 12 月 10 日邀請謙悅科技有限公司龐文翰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美

國資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13. 110 年 3 月 4 日邀請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副主任兼校友服務與社

會資源組組長蔡家幸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後裔情時代~我拿什麼贏?」。 

14. 110 年 3 月 5 日邀請東海大學 EMBA 王鳳奎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智慧科

技大未來」。 

15. 110 年 3 月 11 日邀請東海大學 EMBA 王鳳奎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新冠疫

情下數位經濟浪潮之契機與挑戰」。 

16. 110 年 3 月 12 日邀請啟創電商服務有限公司創辦人陳美安老師蒞系演講，講

題為「後疫情時代 中小企業的跨境電商策略」。 

17. 110 年 3 月 18 日邀請中州科技大學餐旅商務行銷系主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共通核心職能講師李怡穎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三創打開新視界」。 

18. 110 年 3 月 25 日邀請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副主任兼校友服務與社

會資源組組長蔡家幸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就業大未來~出路解析」。 

19. 110 年 4 月 1 日邀請好事發生藝文空間負責人李庚羲老師，講題為「給您~超

級表達力」。 

20. 110 年 4 月 29 日邀請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保處長王志聖老師蒞系演講，

講題為「產線製造品質管理」。 

21. 110 年 5 月 13 日邀請啟創電商服務有限公司創辦人陳美安老師蒞系演講，講

題為「如何提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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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團隊默契及協同合作 3D 掃描趨勢及應用 

講者 
小世界遊戲公司負責人 

易達揚老師 

起點設計公司總經理 

許廷瑜老師 

參與

人次 
25 58 

活動

海報 

  

活動

名稱 
網路社群行銷 AI 忙什麼? 

講者 
台 1 購大陸市場總監 

林宜慶老師 

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教

授 林昱達老師 

參與

人次 
19 21 

活動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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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資料科學在醫學上的應用 

新世代精準醫療之智慧健康照護

資訊系統 

講者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鐘智瑋老師 

台大醫院前副院長、台灣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賴飛羆教授 

參與

人次 
20 118 

活動

海報 

  

活動

名稱 
三創打開新視界 產線製造品質管理 

講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

講師 李怡穎老師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保處長

王志聖老師 

參與

人次 
29 20 

活動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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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魔術師陳日昇的極限挑戰與追夢人生 

主講人 魔術師 陳日昇老師 

活動日期 109/11/06 參與人次 127 

 

 

 

活動名稱 美國資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主講人 謙悅科技有限公司 龐文翰老師 

活動日期 109/12/10 參與人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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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後疫情時代 中小企業的跨境電商策略 

主講人 啟創電商服務有限公司創辦人 陳美安老師 

活動日期 110/03/12 參與人次 59 

  

 

活動名稱 如何提升表達能力 

主講人 啟創電商服務有限公司創辦人 陳美安老師 

活動日期 110/05/13 參與人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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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會議 

本系固定於每學期期初協助資源教室召開 ISP 會議，會議邀請各年級導師與

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出席，共同關心本系身障學生在新學期的課程，是否有遇到學

習上的困難。會中老師與學生的互動頻繁，透過互動了解學生們在生活與課業上

遇到的問題及需求，並從中建立起資源教室、系上與學生之間的共識。 

 

七、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ERP 規劃師(110/6) 

S08351024 林維軒 S08490005 李奕璇 S08490007 蔡昱宏 S08490008 辛昀軒 

S08490013 陳怡蓁 S08490016 蔡崇楷 S08490022 林旻萱 S08490028 黃謹均 

S08490031 翁浚維 S08490033 彭郁軒 S08490035 邱郁喬 S08490036 劉品彣 

S08490040 張文立 S08490043 羅彥博 S08490044 陳宜靖 S08490046 簡維良 

S08490047 高牧安 S08490048 陳儀珊 S08490068 楊靚妤 S08490065 楊馥衣 

S07420139 洪湘婷 S07490008 羅心妤 S07490012 蔡沂彣 S07490049 吳奐儒 

S07490066 莊雅涵 S07490068 蔡韋婷 S07920004 詹琇勻 S06910031 蘇  玘 

S06910032 賴明君 G09490012 吳曜吉 G10490006 何旻原 G10490012 張任碩 

陳正宇 黃芃睿   

 

ERP 規劃師(109/6) 

S05240013 王敏倩 S06490029 王怡君 S07490014 陳子樺 S07490020 蒲郁誠 

S07490023 黃鈺琳 S07490031 陳融虹 S07490033 謝承翰 S07490045 鄭惇中 

S07490046 吳幸芳 S07490047 何松澄 S07490050 吳昀潔 S07490053 許哲維 

S07490054 劉家欣 S07490055 胡紓瑜 S07490056 陳泓任 S06490044 黃琬琦 

S06490048 陳又禕 S06490026 林昱萱 G08490008 張雅昕 G08490030 馮詩婕 

G09490007 林宜民 陳威宏 練雨柔 許詠傑 

巫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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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軟體應用師認證(110/1) 

S06490023 潘凱妮 S06490051 何心妤 S07490015 莊舒歆 S07490023 黃鈺琳 

S07490056 陳泓任 G08490007 王崇祐 G09490005 王敏倩 S06430122 鄭捷銘 

S06430164 周芸甫 S06430165 王繹涵 S07430258 張嘉珮 S06470122 廖威竣 

S06470135 蔡閔惠 S06470236 林柏佑 S06470251 陳昱安 S06470252 郭文鈞 

S06910023 趙世喬 S06910031 蘇  玘 S06420110 廖憶瑄 S06550137 陳玟蓉 

S07410322 盧彥均 S07410337 黃子紓 S07410259 蔡雨欣 S07410336 陳先依 

S05150202 郭獻仁 S06150162 周芸謙 S07150107 章以柔  

 

證照名稱 學生 

MOS: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016 S07490051 黃皓群 

MOS: Microsoft Office Excel Expert 2016 
S07490051 黃皓群 

S09490032 黄楷茵 

MOS: 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 2016 S07490051 黃皓群 

MOS: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pert 2016 S07490051 黃皓群 

TQC-DA_大型資料庫管理系統-專業級(MySQL 5.0) S08490065 楊馥衣 

人身保險業務員 S07490056 陳泓任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S08490068 楊靚妤 

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人員 S07490068 蔡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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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實習 

實習機構 實習期間 實習學生 

沅容投資有限公司 110/03~110/06 謝沛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110/03~110/06 林青瑩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10/07 鄭瑜心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10/06 林意晴 

吉樂健康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10/06 張巧宜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10/06 鄭悅廷 

台中商業銀行 110/02~110/06 林昱萱 

鼎新電腦 110/02~110/06 

潘凱妮 

何心妤 

林品百 

古庭瑋 

艾思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曼黛瑪璉) 110/02~110/03 羅心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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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 沅容投資有限公司 

實習期間 110/03~110/06 

實習學生 謝沛璇 

  

 

實習機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實習期間 110/03~110/06 

實習學生 林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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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期間 110/02~110/07 

實習學生 鄭瑜心 

 
 

 

實習機構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期間 110/02~110/06 

實習學生 林意晴 

 

 

 

  



 31 

 

實習機構 吉樂健康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期間 110/02~110/06 

實習學生 張巧宜 

 
 

 

實習機構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期間 110/02~110/06 

實習學生 鄭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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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 台中商業銀行 

實習期間 110/02~110/06 

實習學生 林昱萱 

 

 

 

實習機構 艾思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曼黛瑪璉) 

實習期間 110/02~110/03 

實習學生 羅心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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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 鼎新電腦 

實習期間 110/02~110/06 

實習學生 古庭瑋、林品百、何心妤、潘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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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十六屆畢業專題展 

專題題目 探討大學生對於手機遊戲之消費意願 

指導老師 陳澤雄 老師 

學生 孟繁宇、林宥昇、鄧暄穎、張家瑞、李柏諺、林柏辰 

專題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行動時代來臨，手機不再只是通訊的工具，

智慧型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大量普及化，手機遊戲漸漸成為大眾娛

樂主要管道，而手機遊戲的市場則是日漸擴大，遊戲類應用程式

也是最多消費者下載以及使用的類別，本研究以東海大學的學生

作為分析對象，並研究其手機遊戲遊玩之傾向、消費習慣、遊玩

動機、購買吸引力…等。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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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基於深度學習之網球事件影像辨識 

指導老師 林正偉 老師 

學生 王品力、古庭瑋、張巧宜 

專題摘要 

以 AI 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為核心方法與概念，為了能

夠減少傳統分析網球比賽影片資料所花費的時間與人力，建立一

個能夠自動分辨網球事件的辨識模型，以利將來讓使用者進行網

球比賽的影像分析時，能夠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與時效性。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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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東海大學通識選課小幫手 

指導老師 林正偉 老師 

學生 彭鍾碩、吳光軒、陳臻、許桓禎 

專題摘要 

本研究設計一課程評價網頁，針對學生於的需求以及會影響

學生是否選擇一門課程的因素，提供學生更有效率地適合自己的

課程，在上前更了解課程內容和上方式亦可減少學生退選 的機

會，以節省選課及後續加退的時間。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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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Fish Café 點餐與進銷存貨資訊管理系統 

指導老師 余心淳 老師 

學生 彭鍾碩、吳光軒、陳臻、許桓禎 

專題摘要 

本專題屬於產學合作的資訊專題實作，合作店家為東海商圈 

於 2009 年開始營運的「Fish Café 魚咖啡」 。網路商店販賣咖啡

豆及咖啡使用器具；實體販賣除了咖啡飲品，也與店家樓上的甜

點專賣店合作，不僅可享用到精品手沖咖啡，也能一品手作甜點，

享受悠閒時光。為了能以更輕鬆的方式經營咖啡廳，因此設計此

管理系統並整合點餐資料，加速點餐與製作流程，使銷售過程更

加精簡，和導入進存貨管理使採購流程更有效率，並且透過系統

蒐集店內各種產品的銷售資料，分析銷售趨勢與顧客喜好，適時

調整營運模式以提升銷售量與競爭力。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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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二校點餐平台 

指導老師 姜自強 老師 

學生 葉冠佑、黃柏鈞、鄺錦恒、林俊毅、郭旻哲 

專題摘要 

我們這組的專題發想來自於二校學生的心聲，因為二校沒有

學餐，導致二校的學生每當中午都必須很苦惱的要吃甚麼。假如

是沒有交通工具的學生如果是卡到1點的課就更不用說有多麻煩

了。我們就想到可以實施一個點餐系統，專為二校人服務的會是

多麼方便的一件事。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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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來自星星的聲音 

指導老師 吳金山 老師 

學生 鄭瑜心、林禹璇、林意晴、陳駿榮 

專題摘要 

由於疫情的關係，造成全球許多學校實施遠距教學，許多問

題也逐漸浮現，學校作為老師、家長和孩童場所，在未來疫情更

嚴峻時期可能無法發揮其作用。於是，我們利用此困境進行創意

發想，希望藉由我們所設計的平台能協助老師在遠距教學備課上

更方便，及孩童家長遠端上課時仍然能如疫情前般不受地域影

響。雖然台灣目前使用遠距教學的普及度不高，但期望利用此線

上互動平台能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以達成防疫的有效性。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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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閃購俠，疫起來! 

指導老師 吳金山 老師 

學生 劉議丰、葉王甯庭、陳又禕、黃琬琦 

專題摘要 

因現今科技進步，使消費者需求與消費行為隨之改變，傳統

實體商店的光顧率不如以往，大部份年輕人都轉為電商購物，非

傳統型商業模式紛紛興起，形成零售破碎化現象，科技應用將徹

底改變從店內到店外的消費體驗。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及 

AR/VR 技術等科技，將更廣泛應用於零售業，帶給消費者全新

的購物體驗。我們利用服務設計流程設計了一套完善的購物流

程，進一 步改善各年齡層、各個消費族群在購物時遇到的問題，

提供消費者更方便快速的購買到其所需商品。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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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企業網路與情分析中心之數位儀表板的建立 

指導老師 張育仁 老師 

學生 
林青瑩、許僮予、陳亭云、陳人瑋、李聖穗、鄭菀瑜、 

林昱萱、邱子洵 

專題摘要 

在網路時代，社群平台上的網路評價往往會對一家企業的產

品或服務造成影響。現在的問題是網路上的發言太多，如何偵測

到關於自家企業的發言內容、如何自動化診斷評價的內容是否具

備惡意、如何評估各個發言內容的影響程度，都是關鍵的議題。

本專題結合爬蟲技術和語意分析技術自動地從社群平台捉取網

路發言內容，並偵測內容的惡意程度，最後以資料視覺化技術建

立輿情中心的數位儀表板，讓主管能依據各個評價的威脅作出適

當的回應。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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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室內設計與配置規劃系統 

指導老師 林盛程 老師 

學生 林品百、林子恩、林冠融、盧佐鈞、林鈺評、邱俊捷、簡國倫 

專題摘要 

藉由 Unity 來建置一套模擬室內設計的系統，提供多種家具

的素材可供擺設也可自由調整素材的位置與長寬高，具有多種可

供使用者自訂性的功能，自由般的擺設，讓有這方面需求的民眾

可以利用這個軟體來達到與建築師或房仲互動的新方式。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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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 臺北市大眾運輸運量變化之影響政策及未來建議 

指導老師 張伊婷 老師 

學生 陳歆揚、謝佩容、楊為甫、江偉綸、劉季衡、林容模、林昱呈 

專題摘要 

本研究的題目為「 臺北市大眾運輸量變化之影響政策及未

來建議 」。現在臺北市已然成為灣的商業重鎮，在都不斷擴大與

經濟發展迅速趨勢下交通建設的興、營運及改善一直都是政府施

之重要課題。為此本研究將運用交通部 106 至 108 的票證資料，

探討新北、台市公車的票證資料，探討新北、台市公車 MRT 與

YouBike 微笑單車共四種大眾運輸工具的載運量變化與不可抗

力、促進個人因素之間的關聯性，並運用時間序列分析與決策樹

預測未來的載量趨勢和探討YouBike微笑單車租借時間的影響因

素。 

專題海報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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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系學會活動 

20200926 星空夜語 

  

20201024~25 系露－霍格華資 

  

20201129 系烤 

  

20210427 資管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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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產學成果 

一、研究計劃 

 

 

二、產學計畫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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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研討會論文 

 

 

四、發表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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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一、職涯輔導 

1. 辦理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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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職場實習說明會 

 
 

 

3. 辦理碩班和實習的申請輔導班 

  

  



 50 

 

4. 與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游於智 2.0 冬令營-大學生培訓課程」活動 

 

 

 

 

5. 辦理履歷表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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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畢業生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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