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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01.02 2018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

程規劃競賽
全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佳作 賴郁東、余炫章 學生

2 107.01.02 2018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

程規劃競賽
全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佳作 王彥凱、張廷宇 學生

3 107.01.06 大台南公車暨轉運站廣告短片創作

競賽
區域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網路人氣獎/

優選獎

張宜蓁、林沛儀、何明珏、

楊蕙如、洪妤均、楊琇芳、

管翊婷

作品:《鏡管來臺南 GO影GO
癮 》

學生

4 107.01.12 2018觀光餐旅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創新企劃競賽
全國 景文科技大學 優等

蔡昕樺、謝雁甯

曾之盈、彭遷芊、李祥年
學生

5 107.01.12 2018觀光餐旅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創新企劃競賽
全國 景文科技大學 第三名

周庭毅、陳冠憲

王敬儒、朱品翰

陳佩宜、傅世昌

學生

6 107.01.18 2018奇想設計大賽 全國 GIGABYTE 技嘉科技 美化人生組- 佳作 陳俐臻 學生

7 107.01.31 FriDay影音短片徵件活動 全國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Top50

林庭加、林妤婕、李亭萱

陳雯琴、鄭岑霈、邱佳琳

王靖宜

作品:《戒不了的電癮》

學生

8 107.03.01 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2018 國際
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2018 Honourable Mention 楊智惠 老師

9 107.03.07
The 7th IEE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ISNE
2018)

國際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資學

院、IEET
Best Paper Award

優良論文獎

潘尚平、李兆鈁

(指導老師：黃有榕)
學生

10 107.03.14 青春有影2017大學盃 全國 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劇情組金獎(第一名)
李福滔

(指導老師：黃勻祺)

作品：《沙頭角》

學生

11 107.03.18 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

(個人組)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

國聯合會
第一名 孫嬿 學生

義守大學107年各單位獲得獎項一覽表–學術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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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7.03.18 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

(團體組)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

國聯合會
第一名

孫  嬿、胡政安

吳旻修、謝欣蓉
學生

13 107.03.18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

(個人組)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

國聯合會
第二名 林士捷 學生

14 107.03.18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

(個人組)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

國聯合會
第三名 劉珈均 學生

15 107.03.18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

(團體組)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

國聯合會
第二名

林士捷、劉珈均、陳婉淇

馬渝絜、劉虹伶
學生

16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個

人組第一名
孫嬿 學生

17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

個人組第二名
林士捷 學生

18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

個人組第三名
劉珈均 學生

19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個

人組第五名
胡政安 學生

20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團

體組金質獎

胡政安、孫  嬿

吳旻修、謝欣蓉
學生

21 107.03.18 107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

藝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超音波實作技能競賽團體

組銀質獎

林士捷、陳琬淇

馬渝絜、劉珈均、劉虹伶
學生

22 107.03.25 高雄國醫節學術大會 區域 高雄市中醫師公會 金牌獎 謝季峰 教師

23 107.03.27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第75次學術論文

研討會
全國

社團法人台灣物理治療學

會
學生壁報論文獎佳作 蔡佩宜 學生

24 107.03.30 「2018昆明國際作業治療研討會」-
學生專場論文比賽

國際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第一名 簡宓妮、程培雅、陳荺媃 學生

25 107.03.31 2018奇想設計大賽 全國 GIGABYTE 技嘉科技 美化人生組- 優選
余承翰、侯昌榮

(指導教師：李炯達)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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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7.04.01 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2017年會論文

研討會
全國 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學術研究競賽獲獎 陳柏竣 學生

27 107.04.13
4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2018
(ICASI 2018)

國際

4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2018

(ICASI 2018)

Best Conference Paper 吳榮慶、曾遠威、陳正義 教師

28 107.04.14 2018亞洲創客及機器人競技大賽 全國 勞動部
智慧型自動駕駛路邊停車

競賽項目/第一名

張博軒、張譽瀚

李俊毅、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29 107.04.14 2018亞洲創客及機器人競技大賽 全國 勞動部
智慧型自動駕駛路邊停車

競賽項目/第二名

陳捷榮、程宇謙

黃晟瑋、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30 107.04.14 2018亞洲創客及機器人競技大賽 全國 勞動部
智慧型自動駕駛路邊停車

競賽項目/第三名

丁友築、曾仕豪

李宗翰、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31 107.04.21 第43屆藝美獎 全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

視學系

電影類

最佳劇情短片獎

羅燊

作品：《枯魚》
學生

32 107.04.22 2018 GOOD IDEA 人物畫 作品選拔

及網路票選活動
全國 GOODIDEA創意競技網

網路人氣獎

第二名

大傳系:何佳亮

作品:《熊寶寶》
學生

33 107.04.28 高雄市第58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區域 高雄市政府 第三名

謝宥宣、宋恩綺、林佳震

（指導老師：劉育錚、

楊智惠）

學生

34 107.05.06 2018青春設計節「創意設計競賽」 全國 青春設計節
互動科技與遊戲設計類

優選

鄧洋逸、陳淳淇、劉曉彤

吳致宏、余乾愷

(指導老師：孫志彬)

學生

35 107.05.0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
Generation Electronics 國際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st paper award 陳怡至 學生

36 107.05.0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
Generation Electronics 國際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st paper award 張又仁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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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7.05.07 The 7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國際

The 7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Best Paper Award 蔣榮生、陳鑫源、許珈銘

鍾明洋、林伯晉、林士強

教師/

學生

38 107.05.20 放視大賞數位內容競賽 全國 高軟策進會 實拍影像組競賽銅獎

影視系：蘇智雄等27人
(指導老師：王諭弘)

作品：《小白船》

學生

39 107.05.25 淡捲影展 全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學

會

最佳導演

最佳攝影

高得天、黃祥源

(指導老師：李志強)

作品：《高雄泰克斯》

學生

40 107.05.2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全國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B02自走車摸黑-

大專院校組- C組 佳作

魏永承、費彥翔

黃正弘、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41 107.05.2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全國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B02自走車摸黑-

大專院校組-C組 佳作

黃裕芳、曾仕丞

黃宗毅、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42 107.05.2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全國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B02自走車摸黑-

大專院校組- C組 佳作

程宇謙、黃晟瑋

陳捷榮、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43 107.05.26 2018第20屆金傳獎 全國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最佳編劇

劉家軒等29人
(指導老師：李志強)

作品：《阿邦》

學生

44 107.05.27 2018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設計獎 全國 經濟部、教育部
榮獲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金門文化創意獎 ]

禤冠亨、王健行、

張文鴻、林威宇、蔡亦翔

(指導老師:孫志彬老師)

學生

45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廖運藩先生選題詠

第一名
戴佳真 學生

46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廖運藩先生選題詠

第三名
林子筠 學生

47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廖運藩先生選題詠

佳作
游鈞翔、郭乃文 學生

48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廖運藩先生選雜詠

第一名
李冠儀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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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廖運藩先生選雜詠

第三名
吳宛庭 學生

50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李錦上先生選題詠

佳作
游鈞翔 學生

51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李錦上先生選雜詠

第二名
梁子謙 學生

52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李錦上先生選雜詠

佳作
薛聿茹 學生

53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杜青春先生選題詠

第一名
陳藝云 學生

54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杜青春先生選題詠

佳作
蘇子恆 學生

55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杜青春先生選雜詠

第三名
陳  皓 學生

56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杜青春先生選雜詠

佳作
吳珮瑄 學生

57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台灣學生俳句育成會題詠

第二名
林子筠 學生

58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台灣學生俳句育成會題詠

佳作
賴姵儒、胡哲偉 學生

59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渡邊通子先生選題詠

第三名
馬星屹 學生

60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渡邊通子先生選題詠

佳作
王耀忻、胡哲偉 學生

61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渡邊通子先生選雜詠

第二名
梁子謙 學生

62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渡邊通子先生選雜詠

第三名
蘇子恆 學生

63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渡邊通子先生選雜詠

佳作
吳宛庭 學生

64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イスタダ・アリーマン先

生選題詠第二名
王耀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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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イスタダ・アリーマン先

生選題詠佳作
廖翊涵、游鈞翔 學生

66 107.05.30 2018第九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 全國 義守大學應日系
イスタダ・アリーマン先

生選雜詠佳作
薛聿茹 學生

67 107.05.30 高雄市第九屆國際儀器展(2018 KIIS)
研究論文壁報比賽

國際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佳作 邱唯祐 學生

68 107.05.30 高雄市第九屆國際儀器展(2018 KIIS)
研究論文壁報比賽

國際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佳作 王照齊 學生

69 107.05.30 高雄市第九屆國際儀器展(2018 KIIS)
研究論文壁報比賽

國際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佳作 江青芬 教師

70 107.06.01 2018全國物聯網創意商品服務競賽 全國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行銷服務類 第二名 吳有龍、張煜栩、張耿彰

教師/

學生

71 107.06.09 2018第十三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

討會
國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最佳論文獎 鍾雅霖 學生

72 107.07.06 「2018國際組織創新會議」-論文比

賽
國際 國際組織創新協會 第三名 芶定玟 學生

73 107.07.06 「2019國際組織創新會議」-論文比

賽
國際 國際組織創新協會 第三名 陳薈匡 學生

74 107.07.07 第29回伊藤園新俳句大賞 國際
日本伊藤園新俳句大賞實

行委員會
佳作特別獎

陳  皓、鍾  毅、連宣如、

馬星屹、阮錦豪
學生

75 107.07.07 第29回伊藤園新俳句大賞 國際
日本伊藤園新俳句大賞實

行委員會
佳作

郭枚潔、唐于幼、羅家蕙

鍾翊銘、趙意萍、張育誠

謝政翰、賴俊樺、許庭瑄

林奕劭

學生

76 107.07.10 2018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國際 台灣知識創新學會 銀牌獎 楊淞淇、莊雅喬、陳佳宇 學生

77 107.07.10 2018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國際 台灣知識創新學會 銀牌獎 何毅心、林佑學、芮家宏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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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07.07.16 2018綠能運用與節能科技專題實作

競賽
全國

科技部工程司電力電子技

術深耕發展中心
第二名

賴勁智、洪偉翔、陳宜伶

謝佩容、張爾芸
學生

79 107.07.16 2018綠能運用與節能科技專題實作

競賽
全國

科技部工程司電力電子技

術深耕發展中心
佳作 何毅心、楊淞淇、許勛翔 學生

80 107.07.18 連結你我的 AI 基地大學團隊組 全國
106 年度第三期

高瞻計畫
第一名（特優） 楊智惠 教師

81 107.07.21 臺灣管理學會第十一屆崇越論文大

賞
全國 臺灣管理學會 優等 林畯騰 學生

82 107.07.24 印度加爾各答國際短片節 國際 印度政府電影處 最佳學生導演獎

劉家軒等29人
(指導老師：李志強)

作品：《阿邦》

學生

83 107.07.25 美國Top Indie Film Awards 國際

最佳學生短片獎

入圍最佳攝影獎(伍峻銘)、
最佳剪輯獎(陳偉健)、最佳

編劇獎(劉家軒)

劉家軒、張伊琇、伍峻銘

陳偉健等29人
(指導老師：李志強)

作品：《阿邦》

學生

84 107.07.27 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

究創作獎
全國 科技部 研究創作獎 廖冠傑 學生

85 107.07.27 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

究創作獎
全國 科技部 研究創作獎 馮國禎 學生

86 107.08.04 2018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 全國 富邦人壽 最佳實務應用 吳靜萍 學生

87 107.08.04 2018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 全國 富邦人壽 佳作 梁家翔 學生

88 107.08.05
 2018 Japan Design, Idea & Invention
Expo
2018JDIE發明展

國際
World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s
金牌 第一名（特優）、大

會特別獎
張珈銘 學生

89 107.08.22 2018上研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 全國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大專組 第二名
程宇謙、程綺加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90 107.08.22 2018上研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 全國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大專組 第三名
陸民叡、黃裕芳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91 107.08.22 2018上研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 全國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大專組 佳作
張博軒、陳捷榮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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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07.09.05 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

研究人才
全國 科技部 榮譽 張恩誌 教師

93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全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第三名 鄭竣安 教師

94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全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鉑金獎 陳朝順 教師

95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全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第二名
蔣榮生、孫迺翔、

劉文豐 、林士強
教師

96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全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第三名 吳榮慶 教師

97 107.09.29 2018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
全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專社會組自走車拐彎抹

角項目 第一名

程宇謙、程綺加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98 107.09.29 2018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
全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專社會組自走車拐彎抹

角項目 第二名

林威仁、曾仕丞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99 107.09.29 2018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
全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專社會組自走車拐彎抹

角項目 第三名
陳志良、蔡敬賢

老師/

學生

100 107.09.29 2018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
全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專社會組自走車拐彎抹

角項目 第四名

黃正弘、魏永承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01 107.09.29 2018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

大賽
全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專社會組自走車拐彎抹

角項目 佳作

黃裕芳、陸民叡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02 107.09.29 2018 第十三屆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國際研討會
國際

台灣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會
最佳論文 康誠麟 學生

103 107.09.29 「2018第十三屆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國際研討會」壁報論文發表比賽
國內

台灣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會
第三名 林于呈 學生

104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鉑金
陳朝順、辜德典、林嘉宏

尤柏元、黃彥閔

教師/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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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金牌
洪志勳、沈季燕、郭士民

陳懿芬、王詩涵
教師

106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銀牌
蔣榮生、孫迺翔

劉文豐、林士強
教師

107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銅牌 吳榮慶 教師

108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銅牌

李大安、邱秀靜、謝尹慈

黃群棣、陳建霖、吳承宇

黃珉佳

教師/

學生

109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銅牌
鄭竣安、賴勁智

陳宜伶、謝佩容

教師/

學生

110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國際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銅牌 林國良、孫志彬 教師

111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國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金牌獎 郭士民 教師

112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國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金牌獎 陳懿芬 教師

113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博覽會 國際 科技部

產(商)品設計獎項(包含全

球三大發明展)
其他設計競賽獎項

榮譽

余南瑩 教師

114 107.09.29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國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銅牌獎第三名

李大安、邱秀靜、謝尹慈

黃群隸、陳建霖、吳承宇

黃珉佳

教師/

學生

115 107.10.08 The 6th GHEF Conference 國際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PPT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Best Paper Anna Lin 林許淑謙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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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07.10.08 The 6th GHEF Conference 國際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PPT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Best Oral Presenter Anna Lin 林許淑謙 老師

117 107.10.13 2018車用電子創新發明競賽 全國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 優等
何毅心、莊雅喬、楊淞淇

芮家弘、周軒鳴
學生

118 107.10.13 2018車用電子創新發明競賽 全國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義守

大學、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特優

雷京諦、周佳蓁、陳思琪

王俊銘、黃振育

(指導老師：黃克穠)
學生

119 107.10.13 2018車用電子創新發明競賽 全國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義守

大學、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優等

陳韵雯、廖庭緯、劉介鈞

(指導老師：林彥勝) 學生

120 107.10.13 2018車用電子創新發明競賽 全國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義守

大學、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優勝

周佳蓁、楊椀淳、周浩倫

鄭仲廷、黃俊捷

(指導老師：林彥勝)
學生

121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機器人摸黑賽項目          大
專院校組別 第一名

黃裕芳、曾仕丞、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2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機器人摸黑賽項目      大專

院校組別 第二名

程綺加、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3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機器人摸黑賽項目          大
專院校組別 第三名

魏永承、游櫂鴻、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4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機器人摸黑賽項目           大
專院校組別 佳作

黃裕芳、曾仕丞、林威仁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5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自走車拐彎抹角項目

大專社會組別 第一名

林威仁、程綺加、程宇謙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6 107.10.20 2018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全國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基

金會

自走車拐彎抹角項目       大
專社會組別 第二名

陳捷榮、游櫂鴻

程綺加、程宇謙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27 107.10.20 「TIRT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賽」-大專

社會
國內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第一名 程宇謙、程綺加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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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07.10.20 「TIRT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賽」-大專

社會
國內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第二名 游櫂鴻、陳捷榮 學生

129 107.10.24 2018資訊程式設計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

會
特優

芮家弘、黃文寬

廖宇翎、周軒鳴
學生

130 107.10.24 2018年資訊程式設計競賽 全國 嘉南藥理大學 第一名
芮家宏、黃文寬

廖宇翎、周軒鳴
學生

131 107.10.26 2018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

競賽
全國 教育部、清華大學 特優(第一名) 王淑綺 教師

132 107.10.27 2018年全國大學校院日語演講比賽 全國 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優秀獎 陳冠宇、林鈺祥 學生

133 107.10.31 2018 年全國大專院校智慧電子與資

通應用創新創意競賽
全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二名

賴冠廷、許耕榕、劉紹羽

蕭兆泓、林祐瑞、王上瑀
學生

134 107.11.08 2018 第九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國際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獎
賴冠廷、許耕榕、劉紹羽

蕭兆泓、林祐瑞
學生

135 107.11.16 扶輪社第29屆留學生日語演講比賽 國際
日本RI第2600地區松本東扶

輪社
審查員特別獎 蘇于絜 學生

136 107.11.20 107年度護理研究成果獎 全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佳作獎 孫凡軻 教師

137 107.11.22 2018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競

賽
全國 彰化師範大學 佳作

周煒量、許耕榕、賴冠廷

蕭兆泓、王上瑀
學生

138 107.11.26 第十九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國際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
壁報論文獎 謝季峰 教師

139 107.12.01 海峽兩岸熱處理學術研討會

2018高熱爐業「論文傑出獎」
全國

海峽兩岸熱處理學術研討

會
論文傑出獎 梁雅涵、張芷旖 學生

140 107.12.02 2018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 全國
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

司
賽道神速獎 第一名

董承翰、程綺加

姜世安、林宏瑋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141 107.12.02 2018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 全國
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

司
賽道神速獎 第二名

李俊毅、陳捷榮

張博軒、程宇謙

(指導老師：陳志良)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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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07.12.02 2018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 全國
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

司
賽道神速獎 第四名

曾仕丞、黃裕芳

陸民叡、林威仁
學生

143 107.12.07 2018全球行銷連鎖創意企劃競賽 全國 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佳作
楊禮欣、張雅晴

蘇筠倢、森田梨紗子
學生

144 107.12.10 107年護理研究成果競賽 全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優良(第一名) 林佑樺 教師

145 107.12.14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 新農業組
全國 教育部 佳作

陳怡仁、賴姿雅、林宜

蘇子芸、韓佳穎
學生

146 107.12.14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 新農業組
全國 教育部 佳作 施沛含、黃韋杰、張與華 學生

147 107.12.14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 新農業組
全國 教育部 佳作

陳怡仁、賴姿雅、林宜

蘇子芸、韓佳穎
學生

148 107.12.14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 新農業組
全國 教育部 佳作 施沛含、黃韋杰、張與華 學生

149 107.12.15 第20屆亞洲盃日文作文比賽 國際

國際聯青社（Y's Men
International）日本松本分

會

第20屆紀念會長獎 蘇于絜 學生

150 107.12.25 第四屆全國休閒健康盃旅遊行程設

計創意競賽
全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

業與健康促進系
佳作

陳欣妤、吳佩璇

林虹采、伍晏瑩
學生

151 107.12.27 第三屆創新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新創

業企劃競賽
全國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

理系
佳作

楊禮欣、張雅晴

蘇筠倢、森田梨紗子
學生

152 107.12.28 2018ASEP亞洲學生交流計畫競賽 國際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大專組-金獎

 薛雯心、邱珮瑜、賴亭諼

林依婷、張詒璇、楊馥瑀

童穎佳、許嘉慧

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