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A 組 智慧玩具/創意商品示範組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金牌 a-24 南台科技大學 動物大探奇 

銀牌 a-13 大同大學 音緣線 

銅牌 a-18 南台科技大學 GOGOAL 

優勝 a-1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Pet Bank 

優勝 a-34 建國科技大學 四足玩具機器人 

傑出 a-3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躲貓貓 

傑出 a-03 南台科技大學 VAS 運動有氧呼吸單車帽 

傑出 a-0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愛拼才會贏 

傑出 a-1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木育 

佳作 a-2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導盲犬 

佳作 a-15 樹德科技大學 願者上鉤 

佳作 a-33 中原大學 shining instrument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B 組 安全/防護應用組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金牌 B-13 樹德科技大學 神乎騎技 

銀牌 B-17 建國科技大學 車輛交通號誌自動辨識系統 

銅牌 B-0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具備共享式外掛型藍牙電子鎖 

優勝 B-2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火災防護煙聯網 

優勝 B-0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自行車行控系統 

傑出 B-23 國立中興大學 具無線充電的巡警通報物聯網機器人 

傑出 B-2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通氣口阻隔排煙系統 

傑出 B-1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無人機畜牧安全系統 

傑出 B-1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無人機遠端監控系統 

佳作 B-03 逢甲大學 IoT 座位安全及管理系統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C 組節能/家電控制組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金牌 c-02 國立成功大學 非接觸式二維溫度量測系統 

銀牌 c-1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具智慧監控之傘架裝置 

銅牌 c-1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烘得你衣 

優勝 c-2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寵物暖風燈 

優勝 c-0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高效率節能汙水處理系統 

傑出 c-1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溫顧知心 

傑出 c-2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暴走吧智慧捕蚊燈 

傑出 c-07 明志科技大學 捕風捉影 

傑出 c-0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致冷晶片冰箱 

佳作 c-1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耕從土起 

佳作 c-2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智慧檯燈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D 組健康/量測應用組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金牌 d-1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具物聯網功能之量測插座 

銀牌 d-06 樹德科技大學 醫比壓壓 

銅牌 d-19 朝陽科技大學 一勞灸逸-智慧溫控灸療裝置 

優勝 d-1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功能智慧電致變色薄膜 

優勝 d-05 南華大學 

以線性預測與模糊計算為基礎之高壓

縮率生理訊號記錄器研製 

傑出 d-0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具備NB-IoT協定之智慧冰櫃量測與監

控系統 

傑出 d-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酒死一生 

傑出 d-1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智慧椅 

傑出 d-1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你今天吃塑了嗎?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E 組 32-bit MCU 應用組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金牌 e-24 修平科技大學 智慧溫室種期最佳化管理系統 

銀牌 e-17 建國科技大學 LED 動態平面顯示器實現 

銅牌 e-0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於智慧農業之智能型電子秤系統 

優勝 e-0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紋紋掌握 

優勝 e-13 建國科技大學 智能化門型機械手排管系統 

傑出 e-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可程式控制多軸馬達驅動板 

傑出 e-1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物聯網創意家 

傑出 e-0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物聯網之魚塭監控系統 

傑出 e-26 輔仁大學 AIOT 移動式消毒機器人 

佳作 e-14 樹德科技大學 車隊通訊整合系統 

佳作 e-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智能爬梯搬運機器人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智慧化自行車暨健康科技應用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B-13 樹德科技大學 神乎騎技 

第二名 B-0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自行車行控系統 

第三名 A-18 南台科技大學 GOGOAL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無線創意應用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a-0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愛拼才會贏 

第二名 a-18 南台科技大學 GOGOAL 

第三名 a-24 南台科技大學 動物大探奇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環境監控與智慧綠能應用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a-03 南台科技大學 VAS 運動有氧呼吸單車帽 

第二名 d-1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你今天吃塑了嗎? 

第三名 b-2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火災防護煙聯網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人機介面應用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A-3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動物睡眠玩伴 

第二名 D-1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功能智慧電致變色薄膜 

第三名 A-0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用顏看世界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智慧電子產業創新應用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C-1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具智慧監控之傘架裝置 

第二名 A-34 建國科技大學 具四足玩具機器人 

第三名 E-26 輔仁大學 AIOT 移動式消毒機器人 

 

  



第 14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_得獎作品 

產品設計獎 

獎項 組別編號 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a-24 南台科技大學 動物大探奇 

第二名 a-18 南台科技大學 GOGOAL 

第三名 a-1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Pet B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