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  級 姓 名 競賽名稱 作品名稱 競賽主辦單位 獎項 頒發金額

1 餐飲三丙 劉○坤 2019馬來西亞環球廚藝挑戰賽 金沙雞捲拼花素煎餃拼蓮藕芋泥丸 WORLD世界廚師協會 銀牌 1000

2 餐飲一甲 張○榕 2019第三屆正修盃全國創意烘培大賽 鳳過烏龍 正修科技大學 銅牌 800

3 餐飲一甲 林○峻 2019第三屆正修盃全國創意烘培大賽 米穀黑麻達克 正修科技大學 銅牌 800

4 餐飲管理 陳○名 2019台灣瓜果暨花卉嘉年華料理競賽 四季瓜果慶豐收 行政院農委會 佳作 1000

葉○維

黃○宏 500

戴○霖

蕭○仁

范氏○姮

葉○維

黃○宏

戴○霖 500

蕭○仁

范氏○姮

7 資工一乙 蔡○羽 2019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賽-南區 大專院校組資訊類 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冠軍 1200

8 資工一乙 蔡○羽 2019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賽-全國 大專院校組資訊類 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季軍 800

9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Laundry aid structure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1000

10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第11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The structure of the

raincoat(rain pants)with water

diversion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1000

11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第11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Sun protection trousers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12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TEMPERTURE-CONTROL EXTENSION

CORD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1000

13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波蘭國際發明展
New energy-saving solar Water-

Heating Tank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 1200

14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展 Energy saving LED induction lamp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15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Sun protection trousers 台灣發明協會 銅牌 800

16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第十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The structure of the

raincoat(rain pants)with water

diversion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1000

17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第十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Wheelchair electric walker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 1200

18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Sun protection trousers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19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Inventor of invention utit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銅牌 800

20 休運四甲 馬○笙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The structure of the

raincoat(rain pants)with water

diversion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1000

國企三甲 謝○芸 500

企管二乙 胡○齊

企管二乙 龔○霖

企管四乙 呂○蓉

國企三甲 謝○芸 600

休運四甲 馬○笙 600

國企三甲 謝○芸 400

休運四甲 馬○笙 400

24 建築一丙 張○銘 第50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青年組 勞動部 砌磚青年組第二名(銀牌) 2000

林○ 1200

吳軒亞

26 妝彩一乙 林○馨
2019第31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新娘化妝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冠軍 1200

27 妝彩一乙 林○馨
2019第31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藝創意紙圖組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亞軍 1000

28 妝彩二乙 杜○嫣
2019第31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新娘珠寶捧花組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季軍 800

29 進修妝彩二乙 何○華
2019第31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面具彩繪創作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

會
亞軍 1000

30 進修妝彩二乙 何○華 2019年台灣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靜態面具彩繪設計組 台灣區健康美教育協會 冠軍 1200

31 進修妝彩二乙 何○華 第31屆IHO首爾國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大會 經絡刮痧按摩 國際美容健康總聯合會 金牌 1200

32 妝彩碩三甲 潘○軒 第31屆IHO首爾國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大會 芳香療法 國際美容健康總聯合會 金牌 1200

電子四乙 林○任 125

電子四乙 林○儒 125

電子四乙 朱○暉 125

電子四乙 洪○軒 125

電子四乙 林○儒 125

電子四乙 朱○暉 125

電子一乙 林○威 125

電子一乙 孔○廉 125

電子四乙 劉○京 333

電子四乙 林○儒 333

電子二甲 曾○ 334

電子四乙 林○任 300

電子四乙 林○儒 300
36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01自走車障礙競速
閃電俠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35
2019亞洲智慧機器人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01自走車障礙競速
閃電俠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二名

34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拐彎抹角
Lamborghini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33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1自走車障礙競速
蜘蛛人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25 妝彩一乙 2019中華旗袍文化整體造型設計 花紅柳綠 中華旗袍文化企業交流協會 冠軍

23 2019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ENERGY SAVING LED INDUCTION LAMP 台灣發明協會 Bronze Prize(銅牌)

22 2019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TEMPERTURE-CONTROL EXTENSION

CORD
台灣發明協會 Gold Prize(金牌)

21 2019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與創業競賽 具弱光式led感節能燈 佳作

6 企管二甲 2019奧斯卡寵物水族OscarPet行銷企劃競賽 寵物の天堂 高雄市產學交流協會 佳作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08學年度學生申請學術性競賽獎助學金印領清冊

5 企管二甲 2019財團法人鳳山鎮仙公廟行銷企劃競賽 喚醒台灣民俗「記憶」 台灣行銷人協會 優勝



電子四乙 朱○暉 300

電子碩一 曾○哲 300

電子四乙 林○任 300

電子四乙 洪○軒 300

電子四乙 張簡○哲 300

電子四乙 林○儒 300

電子三甲 陳○廷 300

電子碩一 曾○哲 300

電子碩一 黃○偉 300

電子三甲 溫○晉 300

電子二甲 陳○廷 500

電子三乙 林○任 500

電子碩一 黃○偉 300

電子三甲 陳○廷 300

電子四乙 林○任 300

電子三甲 廖○豪 300

電子三甲 陳○廷 400

電子碩一 曾○哲 400

電子三甲 廖○豪 400

電子碩一 黃○偉 334

電子三甲 陳○廷 333

電子三甲 廖○豪 333

電子三甲 陳○廷 250

電子三甲 廖○豪 250

電子四乙 林○任 125

電子一乙 陳○妤 125

電子一乙 梁○毓 125

電子一乙 楊○源 125

電子四乙 洪○軒 125

電子四乙 林○任 125

電子四乙 朱○暉 125

電子四乙 劉○京 125

電子三甲 陳○廷 250

電子二甲 曾○ 250

電子一乙 鄧○佑 250

電子一乙 張○宏 250

電子三甲 廖○豪 250

電子二甲 曾○ 250

電子三甲 陳○廷 125

電子二甲 曾○ 125

電子一乙 鍾○瑜 125

電子一乙 林○秀 125

電子三甲 廖○豪 125

電子一乙 郭○佐 125

電子一乙 吳○軒 125

電子一乙 危○鈺 125

電子三甲 廖○豪 167

電子四乙 洪○軒 167

電子四乙 林○任 166

電子四乙 呂○縉 1000

電子二乙 蘇○祺

電子四乙 呂○縉 800

電子二乙 蘇○祺

電子四乙 呂○縉 800

電子二乙 蘇○祺

電子四乙 呂○縉 800

電子二乙 蘇○祺

55 電子碩一甲 鄭○仁 2019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展
應用於災害環境具有負數多軸機械手

臂救援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56 電子碩一甲 鄭○仁 2019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展 可遙控式動力救生圈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電子碩二甲 郭○瑋 834

電子碩二甲 陳○恒 833

電子碩一甲 鄭○仁 833

電子碩二甲 陳○恒 1250

電子碩一甲 鄭○仁 1250

59 電子碩一甲 鄭○仁 日本設計、創意發明展
環境氣體感測即時煙霧消除整合移動

平台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電子碩二甲 郭○瑋 6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600
60 日本設計、創意發明展 餐點配送與資源管理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58 台北創新技術博覽會 自動滅火器 經濟部 金牌

57 台北創新技術博覽會
具有智慧感測鏈結陣列式霧霾消除系

統
經濟部 金牌

54 2020泰國國際發明展
具有攀爬與多功能模組整合之履帶載

具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銅牌

53 2020泰國國際發明展 自動滅火器及感測裝置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銅牌

52 2020泰國國際發明展 船舶消防自動監測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銅牌

51 2020泰國國際發明展 可遙控式水面動力救生圈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50 2019台灣綠點子創客 智慧型電量計價系統 財團法人電路板環境公益基金會 潛力獎

49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01自走車障礙競速
障礙競速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8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拐彎抹角
拐彎抹角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7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機器人螞蟻賽跑 大專院校B組
螞蟻雄兵2.0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6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01自走車障礙競速
閃電俠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二名

45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自走車拐彎抹角
拐彎抹角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4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自走車拐彎抹角
拐彎抹角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3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自走車障礙競速 大專院校B組
障礙競速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42 2019年高雄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 平交道安全監測與警示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41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機器人螞蟻賽跑 大專院校B組
螞蟻雄兵2.0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40 2019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安全帽上可拆式抬頭顯示器 台灣發明協會 金牌

39 2019美國矽谷國際發明展 平交道安全監測與警示系統 台灣發明協會 銀牌

38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大專院校B組A08機器人螞蟻賽跑
機器螞蟻2.0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37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自走車相撲爭霸
相撲我最行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36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大專院校組B組A01自走車障礙競速
閃電俠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電子碩二甲 郭○瑋 6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6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600

電子碩一甲 鄭○仁 600

63 電子碩二甲 陳○恒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船舶消防自動監測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64 電子碩一甲 鄭○仁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具有攀爬與多功能模組整合之履帶載

具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65 電子碩二甲 郭○瑋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 自動滅火器及感測裝置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200

66 電子碩一甲 鄭○仁 2019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風管乾冰清潔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銀牌 1000

67 電子碩一甲 鄭○仁 波蘭國際發明展 雙手臂救援機器人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1000

電子碩一甲 鄭○仁 6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600

電子碩二甲 郭○瑋 6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600

電子碩二甲 郭○瑋 400

電子碩二甲 陳○恒 400

電子碩一甲 鄭○仁 400

土木系 湯○靜 400

土木系 劉○欣 400

土木系 黃○瑄 400

土木系 吳○晉

工管三乙 吳○霆 1167

碩工一甲 張○竣 1167

工管四乙 曾○博 1166

工管四乙 曾○博 1000

工管三乙 許○嘉 1000

工管三乙 吳○霆 666

工管四乙 吳○鍏 667

工管四乙 王○欽 667

碩工三甲 許○雯 1000

工管三乙 吳○霆 1000

工管四乙 吳○鍏 1000

工管三乙 吳○霆 250

碩工一甲 張○竣 250

工管一乙 郭○銘 600

碩工一甲 張○竣 600

碩工三甲 許○雯 167

工管一乙 郭○銘 167

工管四乙 吳○鍏 166

工管三乙 林○詳 600

工管三乙 吳○霆 600

工管四乙 曾○博 166

工管三乙 許○嘉 167

工管四乙 吳○鍏 167

工管四乙 曾○博 400

工管三乙 許○嘉 400

工管四乙 吳○鍏 400

碩工一甲 張○竣 167

工管四乙 吳○鍏 167

工管三乙 吳○霆 166

工管三乙 許○嘉 167

工管四乙 曾○博 167

工管一乙 郭○銘 166

碩工三甲 徐○哲 400

工管四乙 曾○博 400

工管三乙 許○嘉 400

碩工三甲 徐○哲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碩工三甲 林○平 250

工管四乙 曾○博 500

工管三乙 許○嘉 500

工管四乙 曾○博 1000

工管三乙 許○嘉 1000

工管四乙 曾○博 200

工管三乙 許○嘉 200

工管三乙 吳○霆 200

工管四乙 吳○鍏 200

工管四乙 曾○博 334

90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智能魚缸植栽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89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無人麵包店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銅牌

88 2019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 IEM 好棒棒 勞動部 第二名

87 2019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 細菌人好棒棒 勞動部 第四名

86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智慧創客大師第2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四名

85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創客循跡自走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84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IEM 大挪移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83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ZZ 大挪移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82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智慧創客大挪移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81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YUCar 飆軌道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80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ZZ 飆軌道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79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創客撞球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78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odern 撞球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77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赫克力士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76 2019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時尚衝撞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75 2019 Humanoid Taiwan 小黃蜂 教育部 第二名

74 2019 Humanoid Taiwan 雷公 教育部 第三名

73 2019Humanoid Taiwan 金鉤倒掛 教育部 第三名

72 2019Humanoid Taiwan 工管之翼 教育部 第一名

71
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意大賽-建築信息模型(BIM)大

賽
建築信息模型

海峽兩岸大學生建築信息建模大賽組

委員
一等獎

70 波蘭華沙IWIS發明展 具有主動功能的高壓電警報器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

69 波蘭國際發明展 廠區安全機器人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

68 波蘭國際發明展 環境氣體感測消除平台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金牌

62 2019第11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具有智慧感測鏈結陣列式霧霾消除系

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61 2019第11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廠區安全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工管三乙 許○嘉 333

工管三乙 吳○霆 333

工管四乙 吳○鍏 500

碩工三甲 徐○哲 500

92 碩工三甲 許○雯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智能泡澡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銅牌 800

工管三乙 許○嘉 250

工管三乙 吳○霆 250

工管二甲 鄭○君 600

碩工三甲 許○雯 600

工管四乙 曾○博 166

工管四乙 王○欽 167

工管三乙 許○嘉 167

工管三乙 許○嘉 334

工管四乙 曾○博 333

工管三乙 吳○霆 333

工管四乙 曾○博 400

工管四乙 吳○鍏 400

工管三乙 許○嘉 400

工管四乙 曾○博 250

工管四乙 吳○鍏 250

工管三乙 許○嘉 500

工管四乙 曾○博 500

工管四乙 曾○博 250

工管四乙 吳○鍏 250

工管四乙 王○欽 250

碩工一甲 張○竣 250

工管三乙 吳○霆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工管四乙 王○欽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工管四乙 吳○鍏 250

工管三乙 許○嘉 250

工管四乙 曾○博 250

工管四乙 王○欽 250

工管二甲 鄭○君 600

碩工一甲 張○竣 600

工管二甲 鄭○君 250

碩工一甲 張○竣 250

工管四乙 吳○鍏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工管四乙 曾○博 250

碩工三甲 許○雯 250

工管三乙 吳○霆 600

工管一乙 郭○銘 600

111 幼保碩一甲 鄭○媚 高雄市108年優質托育人員選拔表揚活動 創意教具獎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創意教具獎 500

112 幼保碩一甲 王○琴 高雄市108年優質托育人員 繽紛色彩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創意教具獎 500

113 幼保碩一甲 王○琴
高雄市108學年樹人盃第三屆全國母嬰用品嬰幼兒

潛能開發與創意教具獎
立體變色小毛球繪本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第二名 1000

113200總                                  計

110 2019高雄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
SMART BABY ACCOMPANYING

APPLIANCE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金牌

109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ME 避障2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8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ME 避障1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7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智慧創客大師第1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6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智慧創客大師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105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EM 自走車A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4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EM 循跡1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3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EM 循跡2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2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odern 循跡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1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智慧創客大挪移1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100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智慧創客大挪移2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99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創客大挪移2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二名

98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EM 大挪移2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97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YUCar 飆軌道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96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odern Car 飆軌道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二名

95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ZZ 飆軌道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94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創客撞球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93 2019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odern 撞球車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91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智慧保母之設計與實現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90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智能魚缸植栽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