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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主辦單位：僑光科技大學、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協辦單位：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承辦單位：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生活創意設計系、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活動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國際會議廳 

時間(Time) 議程(Agenda) 地點(Venue) 
08:30-9:00 報到(Registration) 國際會議廳 

9:00-9:20 

開幕儀式(Opening Ceremony) 
開幕致詞 
僑光科技大學  陳伯濤 董事長  
僑光科技大學  楊敏華 校長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李望雲 副校長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高澤金 院長 

介紹與會貴賓 

合影留念(貴賓/全體師長) 

國際會議廳 

9:20-10:2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引言人：僑光科技大學  陳伯濤 董事長 
主講人：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家 鄧德雋博士 
演講題目：5G/B5G 行動網路技術研發與場域實證 

國際會議廳 

10:20-10:40 茶敘(Coffee Break)  僑光館 1 樓大廳 

10:40-12:00 

議題 A ：雲端技術應用  國際會議廳 
議題 C ：企業營運創新 僑光館 703 
議題 E ：智慧行動生活科技 僑光館 706 
議題 G ：學生就業與實習 僑光館 726 
議題 I ：大數據應用與分析 僑光館 728 

12:00-13:20 午餐(Lunch)  

13:20-15:00 

議題 B ：物聯網 (IoT)  國際會議廳 
議題 D ：人工智慧 僑光館 703 
議題 F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相關議題 僑光館 706 
議題 H ：遊戲相關議題 僑光館 726 
議題 J ：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僑光館 728 

15:00-17:00 交流活動  國際會議廳 
17:00-18:30 參觀校園、教學設備及學生成果 校園 

18:30 賦歸  

  



2 

僑光館國際會議廳 議程表 
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國際會議廳 

時間 時間分配 內容 
議題A. 雲端技術應用 

10:40-11:50 

5 主持人：傅秀仁國際長 僑光科技大學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15 
【A1】基於雲技術的高職資訊化教學研究與實踐——以《網頁製作技術》課

程為例 
發表者：張恒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副教授 

15 
【A2】基於雲技術的智慧課堂研究——以雨課堂為例 
發表者：吳天慧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15 

【A3】雲計算集群輕量級網絡通信機制研究 
發表者：付宇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信息學院大數據專業初級 

曹廷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計算機學院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初

級 

15 
【A4】關於我國高職院校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建設的思考 
發表者：葉飛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物聯網教研室助教 

5 評論人：陳士傑副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00-13:20  午餐 

議題B. 物聯網 (IoT) 

13:20-14:30 

5 主持人：劉柏伸研發長 僑光科技大學研發處 

15 
【B1】社會體育專業專創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與思考——以武漢軟件工

程職業學院社會體育專業為例 
發表者：何琪陽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助教 

15 
【B2】現代學徒制視角下高職院校頂崗實習與就業融合研究 
發表者：呂枚芹 魏芳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商學院講師 

15 
【B3】基於“互聯網+”的高職體育教學模式改革探究 
發表者：孫園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體育學院講師 

15 
【B4】人工智慧時代下高職服裝專業建設與改革 
發表者：周姝敏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副教授 

5 評論人：黃國峯助理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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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館 703 議程表 
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 703 

時間 時間分配 內容 
議題 C. 企業營運創新 

10:40-11:50 

5 主持人：歐昱廷總務長 僑光科技大學總務處 

15 
【C1】旅行業從業人員角色壓力與自發性行為關係之研究 
發表者：張光宇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講師 

張文賢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15 
【C2】由企業的創新理念省思生活塑膠垃圾減量的公民責任 
發表者：陳美惠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5 

【C3】創客理念融入翻轉教學之研究-以會展創新科技運用為例 
發表者：陳斐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賴品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僑光科技大學旅館與會展管理系講師 

林政憲  僑光科技大學旅館與會展管理系副教授 

15 
【C4】User Information Support Marketing based on Open Distributed Systems 
發表者：Whe Dar Lin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5 評論人：林群博教務長 僑光科技大學教務處 
12:00-13:20  午餐 

議題 D. 人工智慧 

13:20-15:00 

5 主持人：鄒永龍副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15 
【D1】AI 自動化應用針對於小兒科診所醫療藥物管理及用藥安全之評估 
發表者：黃謹華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講師 

15 

【D2】採影像前處理及人工神經網路提升漢字風格遷移效果 
發表者：陳紀翰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陳羿欣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學生 
沈文祥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15 

【D3】以遊戲「纏念」探討憂鬱患者的對待方式 
發表者：張家欣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學生 

紀曲峰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助理教授 
沈祐榆 洪芯婷 魏湞輿 陳燦瑜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系學生 

15 
【D4】AR 擴增實境應用於生態教育之卡牌遊戲研究- 以台灣魚類生態為例 
發表者：洪炎明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助理教授 

15 
【D5】GPS 基站服務網衛星訊號接收之檢測及分析 
發表者：鄒永龍、沈文祥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15 

【D6】觀光意象、觀光滿意度、觀光吸引力與重遊意願之研究-以 A 故事館

為例 
發表者：徐孟堅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所副教授 

陳怡潔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所研究生 
5 評論人：林慧達副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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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館 706 議程表 
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 706 

時間 時間分配 內容 
議題 E. 智慧行動生活科技 

10:40-11:50 

5 主持人：葉志權組長 僑光科技大學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15 

【E1】基於 WebSocket 的手機訂餐與取餐應用程式 
發表者：林慶全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趙宇祥 沈政逸 張柏毅 林洛葦 張淯瑄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

系學生 
黃國峯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15 

【E2】微型創業知識管理系統之客製化建構 
發表者：駱榮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蘇文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林渝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 

15 

【E3】PM2.5 之即時數據展示 APP 開發 
發表者：黃國峯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林慶全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廖震堯 陳宜謙 吳建德 盧建源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學生 

15 
【E4】運用行動 APP 及 IOT 技術實作智慧化孩童接送系統 
發表者：高吉隆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黃柏荃 陳柏宏 劉相男 謝博麟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學生 

5 評論人：李宏安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2:00-13:20  午餐 

議題 F.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相關議題 

13:20-15:00 

5 主持人：林昱呈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5 
【F1】應用有限元素法於不規則板金展開之研究 
發表者：朱賢儒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15 
【F2】由 3D PRINTER 影響工業設計學生實作能力之初探 
發表者：林育材  僑光科技大學講師 

15 
【F3】具紓壓感產品材質觸覺意象研究 
發表者：何明泉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教授  

楊雅淳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生 

15 
【F4】以使用者為中心之水泥包裝創新設計研究 
發表者：謝菁樺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15 
【F5】Using Hybrid Approach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Mining 
Progression Data 
發表者：Chien-hsin Yang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15 【F6】網路遠端遙控多功能六軸數控繞切機之設計與實作 
發表者：羅興煥 王聰榮  僑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5 評論人：劉國成院長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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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館 726 議程表 
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 726 

時間 時間分配 內容 
議題 G. 學生就業與實習 

10:40-11:50 

5 主持人：陳建良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 

15 

【G1】觀光休閒相關科系學生實習認知、社會支持之研究 
發表者：呂萬吉  僑光科技大學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金所博士生 

何鈺櫻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講師 
林森湖  僑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何旻娟  僑光科技大學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金所博士生 

15 

【G2】血糖及血壓藥品資訊商業智慧化分析 
發表者：高文星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楊政雄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 
徐孟堅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15 
【G3】志願役士兵留營因素之研究-以陸軍步兵旅為例 
發表者：傅秀仁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袁嘉蔚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 

15 

【G4】易經五行關聯法則分析之研究 
發表者：高文星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助理教授 

劉柏伸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洪淑妙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 
徐孟堅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5 評論人：王冠閔院長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 
12:00-13:20  午餐 

議題 H. 遊戲相關議題 

13:20-15:00 

5 主持人：劉育良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5 
【H1】海事優先權「確認之訴」之研究 
發表者：鄢若凡  僑光科技大學旅館與會展管理系講師 

15 
【H2】懷舊治療融入數位互動繪本之評估 
發表者：陳惠美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15 

【H3】論傳統密室逃脫遊戲數位化之可行性-以 Behind the Sound 遊戲為例 
發表者：顧文翰 魏郁憲 蔡俊毅 陳威宏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系學生 
張嘉仁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專任教師 

15 
【H4】應用賽博龐克風格於遊戲企劃設計之初探 
發表者：曾芷琳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方義升 林峻佑 鄭喬雲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學生  

15 

【H5】網路電競市場族群之研究-Y 世代的年輕人的想法 
發表者：陳世月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研究生 

沈義晨  僑光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碩士 
何舒毅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15 
【H6】濕強廢紙散漿方法之改善 
發表者：鄭殷立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5 評論人：徐志明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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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館 728 議程表 
時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館 728 

時間 時間分配 內容 
議題 I. 大數據應用與分析 

10:40-11:50 

5 主持人：張文賢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5 
【I1】主動性人格對實習績效與留職意願之影響 
發表者：尹靜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旅遊與航空服務學院助教 

15 
【I2】5G 視域下學校建構智慧學習環境的策略—— 以利用校園貸開展智慧

金融通識教育爲案例 
發表者：胡琦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商學院副研究館員 

15 
【I3】基於大數據分析的課堂互動工具的設計與應用 
發表者：王彬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15 
【I4】教務管理排課子系統中排課演算法的優化 
發表者：胡輝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5 評論人：蔡源成學務長  僑光科技大學學務處 
12:00-13:20  午餐 

議題 J. 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3:20-14:30 

5 主持人：吳季達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15 
【J1】新商科線上開放課程建設路徑探索——基於職教集團產教融合辦學模

式 
發表者：從靜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商學院副教授 

15 
【J2】淺議大數據助力高職院校提升管理效能 
發表者：萬涵宇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15 

【J3】“一帶一路”視角下來華高職院校緬甸留學生文化適應情況調查——以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和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為例 
發表者：王力維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生 

楊敏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體育部副教授 

15 
【J4】創新產學營運模式：台灣紡織服裝設計整合與資訊化升級 
發表者：施文瑛 陳建良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黃奎祐  玄奘大學時尚設計學系講師 
5 評論人：沈文祥主任 僑光科技大學教務處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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