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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會議日期：2016年 12月 16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09:00-17:00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8:30- 報到 10樓報到台 

9:00-10:30 

場次 主持人 評論人  

Session A1 陳建彰 楊運秀 1005室 

Session B1 陶帅慧 李俊宏 1007室 

Session C1 吳齊殷 王  凱 1006室 

10:30-10:50 茶敘 1010室 

10:50-12:20 

場次 主持人 評論人  

Session A2 溫演福 郭英峰 1005室 

Session B2 余明賢 陳銘薰 1007室 

12:20-13:30 午餐 1010室 

13:30-15:50 「選舉資料數位化」成果發表會 1001室 

15:50-16:10 茶敘 10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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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7:00 

場次 主持人 與談人  

Session A3 楊新章 鄧東坡、楊文新 10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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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A1 

 

09:00-10:30 1005室 

主持人：陳建彰  淡江大學 

評論人：楊運秀  臺北大學 

 

 

穿戴式裝置與開放資料支援之智慧型個人健康資訊監控與諮詢代理系統 

蔡育叡 聖約翰科技大學 

楊勝源 聖約翰科技大學 

 

無所遁形：失竊車辨識系統 

李靜怡  嶺東科技大學 

廖永浩  嶺東科技大學 

黃建鈞  嶺東科技大學 

許翔智  嶺東科技大學 

 

以 OPENDATA建置快速查詢含藥成分之化妝品與外包裝 APP之研究 

林冠妤 臺中教育大學 

 

 

以社會變遷調查開放資料分析性別、教育程度、所得、職業對貧富懸殊的知覺 

汪志堅  臺北大學 

楊運秀  臺北大學 

黃柏維  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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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B1 

 

09:00-10:30 1007室 

主持人：陶帅慧  高雄大學 

評論人：李俊宏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Pokemon Go》對觀光旅遊發展影響之探討: 以北投地區為例 

羅仟雅 台中教育大學 

吳智鴻  台中教育大學 

 

 

使用雲端機器學習進行運動對於專注力與放鬆度影響之研究 

劉仲鑫  中國文化大學 

林昀葆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行動群眾感知技術於公車乘客載運即時資訊監測 

吳昭儀  南臺科技大學 

李庭光  南臺科技大學 

王靜怡  南臺科技大學 

 

 

您過勞嗎？以社會變遷調查開放資料分析工作過勞的影響因素 

楊運秀  臺北大學 

郭芳伃  臺北大學 

汪志堅  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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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C1 

 

09:00-10:30 1006室 

主持人：吳齊殷  中研院 

評論人：王  凱  高雄大學 

 

 

應用資訊傳播科技提升行車安全性之研究 

周家楨  中國文化大學 

李亦君  中國文化大學 

 

The Difference of Walkability Influences Resident’s Hypertension in Taiwan: Open 

Government Data Analysis 

顏心彥  臺灣師範大學 

李  晶  臺灣師範大學 

 

影響性別帄等知覺之因素：針對 2015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開放資料的分析 

楊運秀  臺北大學 

汪志堅  臺北大學 

王建軒  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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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A2 

 

10:50-12:20 1005室 

主持人：溫演福  臺北大學 

評論人：郭英峰  高雄大學 

 

 

建立農業知識架構與系統管理-以蔬菜類短期作物為例 

蕭恆嘉  中國文化大學 

李亦君  中國文化大學 

柯舜智  中國文化大學 

 

不動產領域之開放資料需求及三維環境下之應用 

游舜德  臺北大學 

江渾欽  臺北大學 

涂詠鈞  臺北大學 

 

雲端開放資料分析運算帄台之研究 

陳嘉玫  中山大學 

賴谷鑫  中國文化大學 

張育涵  中山大學 

 

開放政府資料人才培育教學方法之研究 

蕭瑞祥 淡江大學 

林宜樺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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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B2 

 

10:50-12:20 1007室 

主持人：余明賢  中央選舉委員會 

評論人：陳銘薰  臺北大學 

 

 

開放資料中的國會：立法委員法律提案與其網絡特性研究之初探 

邵軒磊 臺灣師範大學 

 

 

探討臺灣地區選舉民調數據之可信度研究 

蕭詠芸  大直高中 

余若安  大直高中 

劉繕榜  大直高中、政治大學 

胡裕仁  內湖高工、東吳大學 

林瓊珠  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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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Session A3 

 

16:10–17:00 1001室 

主持人： 楊新章  高雄大學 

評論人： 鄧東坡  中央研究院 

         楊文新  中央研究院 

 

 

政府開放資料模型建置程序與實務-以選舉資料為例 

楊新章  高雄大學 

蕭漢威  高雄大學 

林裕泰  中央選舉委員會 

 

創造台灣選舉開放資料 OWL本體論與四星級 RDF服務 

簡敬原  淡江大學 

洪嘉新  淡江大學 

戴敏育  淡江大學 

 

 

 

 

 

 

Session 通訊發表             本論文可於研討會網站下載 

 

以探索式資料分析探討 PM2.5之分布研究 

孫偉碩  交通大學 

羅金翔  弘光科技大學 

白曛綾  交通大學 

游廷碩  得雅智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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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放資料成果發表會：OpenData e起來

暨第三屆 OPEN DATA學術研討會 

會場資訊 

 

張榮發基金會 國際會議中心 10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