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產學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始 

日期 

結案 

日期 

姚智原 H5 三款遊戲開發計畫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 2018/3/31 

鍾國亮 植基於深度學習的嬰兒大

便影像辨識與分類(I) 

博識資訊顧問有限公

司 

2018/1/1 2018/6/30 

賴祐吉 機器人 AI 開發計畫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 2018/12/31 

賴祐吉 自然機率轉輪帶分析工具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 2019/3/31 

戴文凱 桌遊卡牌辨識計畫 奇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2/1 2018/7/31 

花凱龍 人工智慧之監視系統人體

骨架分析展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18/2/13 2018/2/28 

花凱龍 人流分析先期 APP 開發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018/2/13 2018/2/28 

鍾國亮 應用深度學習於文件二值

化、雜訊去除及摺痕消除 

系統上線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2018/2/1 2018/7/31 

戴文凱 太魯閣國家公園智慧服務

平台規畫與運用研究(3/3)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 

2018/1/30 2018/12/31 

鄧惟中 通訊協定模糊測試模組開

發 

安華聯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8/2/1 2018/5/31 

戴文凱 3D 數位整合設計平台 

 

鑫峸企業有限公司 2018/3/1 2019/8/28 

姚智原 車用嵌入式系統平行加速

技術開發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2018/2/7 2018/11/30 

花凱龍 人工智慧之先進車流計數

與車種辨識 

至善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 

2018/4/1 2018/10/30 

姚智原 新北市前輩藝術家暨作品

藝術教育推廣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8/3/16 2018/9/30 

姚智原 智慧店面及展覽策畫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2018/2/1 2018/7/31 

姚智原 新北市立美術館網站維護

管理及擴充計劃採購案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8/3/28 2018/11/30 

花凱龍 人工智慧於金融科技之系

統開發 

Synergies Intelligent 

Systems, Inc. Taiwan 

Branch 

2018/4/1 2018/12/31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始 

日期 

結案 

日期 

鮑興國 無人商店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2018/2/1 2018/7/31 

謝仁偉 快閃記憶體轉換層研究計

畫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2018/5/1 2019/4/30 

花凱龍 影像特徵擷取追蹤技術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2018/1/1 2018/12/15 

花凱龍 CRM 大數據產學合作計畫

II/玩家行為分類之推薦禮

包應用與長短期記憶神經

網路初期計畫探究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4/1 2019/3/31 

陳冠宇 深層學習於互動問答應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2018/1/1 2018/12/31 

姚智原 高擬真度虛擬環境與物件

暨擴增實景合成技術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2018/3/1 2018/11/30 

鄧惟中 網站開發與資安防護 台灣盈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8/3/31 2018/8/31 

姚智原 以 2D 影像重建耳朵 3D 模

型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香港商宸盛光電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018/5/1 2018/7/31 

花凱龍 雷射雷達點雲系統之汽車

偵測開發採購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018/2/1 2018/11/15 

沈上翔 分析與模擬 5G 網路攻擊行

為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2018/3/30 2018/11/30 

沈上翔 工業 4.0 工廠設備資料收集

雲端平台 

邑富有限公司 2018/5/1 2019/4/30 

花凱龍 應用物聯網暨人工智慧技

術於智慧點膠系統 

邑富有限公司 2018/6/1 2019/5/31 

花凱龍 基於深度學習之智能腫瘤

辨識系統 

國立陽明大學 2018/6/1 2019/5/31 

鄧惟中 PDNS 偵測系統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2018/7/16 2018/11/30 

范欽雄 智能尋標器可行性研究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2018/6/8 2018/12/10 

鍾國亮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設計

與實作 

千竣科技有限公司 2018/8/7 2019/8/6 

李漢銘 「北金馬區域科技政策小

組」採購案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 

2018/9/1 2019/5/31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始 

日期 

結案 

日期 

鍾國亮 植基於視覺及 SoC 的老人

居家跌倒偵測系統與應用 

系統上線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2018/11/1 2019/10/31 

姚智原 多樣性互動遊戲平台 (1/2) 

2018/2622/E/011/037/CC2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1 2019/10/31 

花凱龍 研揚集團臺科大研發中心

運營一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2/1 2019/11/30 

花凱龍  基於深度學習模組之智能

AOI 檢測技術 

Synergies Intelligent 

Systems,Inc. 

2018/5/1 2018/10/31 

賴祐吉  賽車 SD5 工具開發 II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5/1 2018/10/31 

賴祐吉  SVG 試導入海王 EX2 評估

案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5/1 2018/7/31 

花凱龍  諾基亞智能客服系統開發 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 Taiwan 

Co.,Ltd 

2018/4/9 2019/10/31 

姚智原  GAME 中心營運四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5/1 2019/7/31 

沈上翔 賽車網路技術開發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7/1 2018/9/30 

姚智原  web 遊戲 app 開發 寶璽科技有限公司 2018/8/1 2018/12/31 

戴文凱 台灣神明信仰三維數位內

容自動生成與線上共享平

台 

文化部 2018/7/9 2018/11/30 

姚智原  高畫質 SVG/Html5 遊戲實

作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9/1 2018/11/30 

姚智原  智慧建造之MR創新應用之

全景圖三維格局標註工具

開發計畫 

宅妝股份有限公司 2018/8/1 2019/3/31 

花凱龍 Always On Sensor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2018/11/1 2019/11/30 

姚智原 高畫質 SVG/Htn15 遊戲實

作專案 2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2/1 2019/3/31 

姚智原 海王 3/SVG 導入案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2/1 2019/4/30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始 

日期 

結案 

日期 

賴祐吉  女王 3 機器 AI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1 2019/4/30 

姚智原 多樣性互動遊戲平台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1 2019/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