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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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系 陳O月

土木系 劉O順 2000

國企二甲 謝O芸 3000

國企二乙 林O萱

3 妝彩二乙 傅O茵 IFBC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彩繪美甲-小美人魚 國際美容家聯合會 銀獎 1000

蘇O庭

楊O佳

楊O婷

古O瑜 500

周O嫻 500

吳O函

陳O宜

胡O蓉

黃O惠

(黃O淇)
200

蔡O汝 200

蘇O蓉 200

陳O涵 200

黃O惠

(黃O淇)
300

蔡O汝 300

蘇O蓉 300

陳O涵 300

黃O惠

(黃O淇)
250

蔡O汝 250

蘇O蓉 250

陳O涵 250

黃O惠

(黃O淇)
83

蔡O汝 83

蘇O蓉 83

陳O涵 83

蘇O庭 84

楊O婷 84

張O堯 500

陳O恒 500

許O中 500

郭O瑋 500

張O堯 600

陳O恒 600

郭O瑋 334

張O堯 333

許O中 333

郭O瑋 400

張O堯 400

許O中 400

15 電子系 張O堯 2018年日本真夏國際發明展 帶有如廁功能的站立式輪椅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200

張O堯 333

陳O恒 334

郭O瑋 333

張O堯 600

許O中 600

李O源 266

黃O維 267

王O維 267

19 電子四丙 李O源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智能抽油煙機 經濟部 銅牌 1500

張O堯 750

許O中 750

21 電子系 張O堯 2018年克羅埃西亞國際發明展 雙手臂救災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200

陳O恒 600

鄭O仁 600

張O堯 600

鄭O仁 600

郭O瑋 500

鄭O仁 500

許O中 400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08年度學生申請學術性競賽獎助學金印領清冊

1 2018台灣美食餐器創新設計競賽 過承 交通部觀光局 銀獎

4 企管三甲
2018國際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創意創新創業管理

個案專題競賽
好廚到 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會 佳作

2
2018年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暨成果

展
LED節能感應燈 教育部 銀牌

6 企管四甲 2018年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電動清潔刷 台灣發明協會 銅牌

5 企管三甲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杯]起來，[GO]美好未來 社團法人法商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全國特等獎

8 企管四甲 2018年全國校園創業營運計畫競賽 [時尚刷]創業企劃案 正修科技大學 第二名

7 企管四甲 2018年創業個案競賽決賽 [HEN好刷]創業企劃案 開南科技大學 第一名

10 電子系 2018年馬來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使用手掌型觸摸式開關結構之控制

之機械手掌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9

企管四甲

2018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與創業競賽活動 [HEN好刷]創業企劃案 正修科技大學 佳作

企管三甲

12 電子系 2018年羅馬尼亞歐洲國際發明展
使用手掌型觸摸式開關結構之控制

之機械手掌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1 電子系 2018年馬來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雙手臂災害救援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14 電子系 2018年羅馬尼亞歐洲國際發明展 同步精密量測裝置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3 電子系 2018年羅馬尼亞歐洲國際發明展 多功能管道清潔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17 電子系 2018年日本真夏國際發明展 智能照護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6 電子系 2018年日本真夏國際發明展
使用手掌型觸摸式開關結構之控制

之機械手掌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20 電子系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同步精密量測裝置 經濟部 銅牌

18 電子四丙 2018綠點子創客競賽 智能抽油煙機 電路板環境公益基金會 第三名

23 電子系 2018年高雄國際發明展 智慧照護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22 電子系 2018年高雄國際發明展 除霧霾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25 電子系 2019年泰國發明展 雙手臂救災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銅牌

24 電子系 2019年泰國發明展 智慧照護系統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鄭O仁 400

陳O恒 400

楊O楊 400

許O中 333

楊O楊 334

張O堯 333

28 資管系 林O翔
2018全國技專院校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

果展
智能資源回收分類系統 教育部 第一名 3500

29 資管系 林O翔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創鏟子車第一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1200

30 資管系 陳O芬 2018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IOT雲端藥盒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金牌 1200

31 資管系 林O翔 2018第14屆烏克蘭國際發明展 智能叫號系統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金牌 1200

32 資管系 陳O芬 2018高雄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 IOT雲端藥盒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1000

33 時尚系 李O賢 2018A+創意季 儛影 文化部 GDA特別獎 1000

34 時尚系 李O賢 2018金點概念設計獎 儛影 教育部及經濟部 金點概念設計獎 1500

35 時尚系 李O賢 2018ASPaC亞洲學生包裝設計競賽 儛影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 優選 500

36 時尚系 李O賢 2019Asia Design Prize亞洲設計獎 儛影 亞洲設計獎 500

37 資工系 林O緯 2018永續環境黑客松:技職盃南區分區賽 智慧節能水龍頭 教育部 最佳技術獎 1500

38 資工系 楊O 烏克蘭發明展 可堆疊式安全充電裝置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銀牌 1000

39 資工系 曾O智 第15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勞動部 佳作 1000

曾O誠 1200

黃O壬

方O祥

鐘O裕 1200

楊O剛

楊O華

朱O群 250

劉O勛 250

電子四甲 李O宏 166

碩工二甲 許O雯 167

工管三乙 吳O鍏 167

工管三乙 吳O鍏 250

工管二乙 許O嘉 250

工管二乙 吳O霆 400

工管三乙 吳O鍏 400

電子四甲 李O宏 250

工管三乙 吳O鍏 250

電子四甲 李O宏 1167

工管二乙 吳O霆 1167

工管三乙 吳O鍏 1166

工管三乙 吳O鍏 166

工管二乙 許O嘉 167

碩工二甲 許O雯 167

工管二乙 許O嘉 500

工管三乙 吳O鍏 500

工管四甲 張O竣 250

工管三乙 曾O博 250

電子四甲 李O宏 250

工管二乙 吳O霆 250

工管三乙 王O欽 600

工管三乙 曾O博 600

工管四甲 張O竣 500

工管二乙 許O嘉 500

工管四甲 張O竣 500

工管三乙 王O欽 500

55 工管四甲 張O竣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Heracles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三名 800

碩工二甲 許O雯 250

工管三乙 王O欽 250

57 工管三乙 王O欽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金勾倒掛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500

工管四甲 張O竣 1500

工管二乙 吳O霆 1500

工管四甲 張O竣 600

工管二乙 吳O霆 600

工管二乙 吳O霆 250

工管四甲 張O竣 250

工管三乙 王O欽 250

工管三乙 曾O博 250

工管三乙 王O欽 600

工管四甲 張O竣 600

工管三乙 曾O博 400

25 電子系 2019年泰國發明展 雙手臂救災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銅牌

27 電子系 2019年泰國發明展 管道清潔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26 電子系 2019年泰國發明展 除霧霾機器人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銅牌

41 資工三甲 2019飆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大賽 T.D檸檬1990 正修科技大學 金牌

40 資工三甲 雲端IOT抓寶競賽 攝影競賽冠軍車 正修科技大學 金牌

43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大腳范范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42 資工四甲 2019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導覽ARGO 中央大學&成功大學 值得注目獎

45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RT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三名

44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RT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47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疾風禁區 教育部  第一名

46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范范之隊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49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YUCar飆軌道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48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IRT避障車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1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疾風禁區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50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皇蜂戰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3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晚起的鳥兒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二名

52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ZZ工程車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一名

56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大腳小水母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54 2018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海克力士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二名

59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Heracles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58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工管之翼 教育部  第二名

61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ZZ撞球車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60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Clearing car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佳作

63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ZZ工程車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三名

62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YU工程車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一名



工管三乙 王O欽 400

工管四甲 張O竣 500

工管二乙 吳O霆 500

工管三乙 王O欽 400

工管三乙 曾O博 400

工管二乙 許O嘉 400

工管二乙 吳O霆 334

工管三乙 王O欽 333

碩工二甲 許O雯 333

工管三乙 王O欽 400

工管三乙 曾O博 400

68 碩工二甲 許O雯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工管二手 台灣機器人學會  佳作 500

69 工管二乙 吳O霆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黑武士 教育部  第一名 3500

70 碩工二甲 許O雯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大皇蜂 教育部  第二名 3000

碩工二甲 許O雯 1750

電子四甲 李O宏 1750

72 工管二乙 吳O霆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黑武士 教育部 第三名 2000

碩工二甲 許O雯 1750

電子四甲 李O宏 1750

工管二乙 許O嘉 167

工管三乙 曾O博 166

工管二乙 吳O霆 167

工管二乙 許O嘉 167

工管三乙 曾O博 166

工管一甲 鄭O君 167

工管二乙 許O嘉 600

工管三乙 曾O博 600

工管二乙 許O嘉 250

工管三乙 曾O博 250

78 工管二乙 吳O霆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U1trasound 避障車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1000

工管二乙 吳O霆 600

工管二乙 許O嘉 600

80 休運三甲 馬O笙 2018巴黎國際發明展
Multi-function mobile

laminates storage cabinets
中華民國流行顏色協會 銀牌 1000

81 休運三甲 馬O笙 2018巴黎國際發明展 Glasses Supporting Structure 中華民國流行顏色協會 銅牌 800

82 休運三甲 馬O笙 2018巴黎國際發明展 Comfortable Pillow 中華民國流行顏色協會 銅牌 800

83 休運三甲 馬O笙 2018羅馬尼亞國際發明展 Detachable efficient scissors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金牌 1200

84 休運三甲 馬O笙 2018羅馬尼亞國際發明展
Builder and anti wrinkles

laundry bag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 銀牌 1000

85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 第十四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外邀請賽
智慧家庭機器人競賽-正修稱霸天 教育部 第三名 2000

86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 第十四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外邀請賽
競速自走車比賽-正修獨霸天 教育部 第五名 1500

87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1 自走車摸黑-正修土木稱霸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88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3 機器人來算數-正修萌霸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1200

89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01 輪型機器人避障大賽-正修土

木噠噠噠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90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10 輪型機器人走創意軌道比賽-

文字沒有溫度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91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01 輪型機器人競速-北清華南高

苑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92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02 輪型機器人摸黑-正修機械萌

噠噠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機械三甲 吳O菁 1500

機械三甲 劉O瑄 1500

機械三甲 吳O菁 750

機械三甲 劉O瑄 750

機械三甲 吳O菁 500

機械三甲 劉O瑄 500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劉O瑄 250

機械三甲 吳O菁 600

機械三甲 劉O瑄 600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劉O瑄 250

機械三甲 吳O菁 500

機械三甲 劉O瑄 500

機械三甲 吳O菁 600

機械三甲 劉O瑄 600

101 機械三甲 劉O瑄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06 輪型機器人最速挑戰-北中央

南美和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四名 500

63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ZZ工程車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第三名

65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MZZ飆軌道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64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翔之力士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67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YU工程車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三名

6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雷霆戰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73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大皇蜂 教育部 第一名

71
201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
小黃蜂 教育部  第一名

75 2018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Bird Car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74 2018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YUCar飆軌道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77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晚起的鳥兒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7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會撞球的鳥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93
2018 第十四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外邀請賽
智慧家庭機器人競賽-正修南霸天 教育部 第二名

79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黑風戰隊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95 2018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3 機器人來算數-正修獨霸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94
2018 第十四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外邀請賽
競速自走車比賽-正修稱霸天 教育部 佳作

97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C01 自走車競速-正修天上飛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96 2018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2 機器人愚公移山-正修南霸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99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10 輪型機器人走創意軌道比賽-

爬到外太空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98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01 輪型機器人避障大賽-正修土

木蹦蹦蹦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0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10 輪型機器人走創意軌道比賽-

一起吃鴻門宴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一名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劉O瑄 250

機械三甲 吳O菁 334

機械三甲 林O平 333

機械三甲 劉O瑄 333

機械三甲 吳O菁 166

機械三甲 林O平 167

機械三甲 劉O瑄 167

機械三甲 吳O菁 500

機械三甲 林O平 500

機械三甲 吳O菁 167

機械三甲 林O平 166

機械三甲 劉O瑄 167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林O平 250

機械三甲 吳O菁 166

機械三甲 林O平 167

機械三甲 劉O瑄 167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劉O瑄 250

機械三甲 吳O菁 250

機械三甲 劉O瑄 250

111 機械三甲 吳O菁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3 太陽能車相撲-正修土木摳摳

摳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三名 800

機械三甲 吳O菁 500

機械三甲 劉O瑄 500

113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8 機器人加減乘除-正修炸到撐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114 機械三甲 林O平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3 太陽能車相撲-正修衝炸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500

115 餐飲系 陳O名 第一屆議長盃廚藝交流競賽 齊聚 高雄市觀光局 銀牌 2000

116 餐飲系 陳O名 第二屆國際廚藝美食廚藝大賽 七彩滷肚香 台灣果雕藝術廚藝交流協會 銅牌 800

117 餐飲系 陳O臻 2018AF韓國國際技能人廚藝大賽 台灣雙捲好滋味 韓國釜山技能人協會 銀牌 1000

118 餐飲系 張O瑜 2018AF韓國國際技能人廚藝大賽 南瓜如意捲、菇捲藕心菜根香 韓國釜山技能人協會 金牌 1200

119 餐飲系 陳O上 2018AF韓國國際技能人廚藝大賽 三色鮮味海陸捲、漁村鄉味捲 韓國釜山技能人協會 金牌 1200

120 幼保二甲 湯O珊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育教師

從業技能大賽
自製繪本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

育教師從業技能大賽
二等獎 1000

121 幼保三乙 陳O妹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育教師

從業技能大賽
自製繪本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

育教師從業技能大賽
一等獎 1200

122 幼保一乙 楊O鳳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育教師

從業技能大賽
送垃圾回家(教案)

海峽兩岸大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學前教

育教師從業技能大賽
特等獎 500

時尚系 阮O雅 3500

時尚系 顏O姍

時尚系 阮O雅 2500

時尚系 顏O姍

時尚四甲 丁O華

時尚四甲 陳O瑄

時尚四甲 李O穆

時尚四甲 林O泰

時尚四乙 謝O純 2000

時尚四乙 張O萱

時尚四甲 丁O華

時尚四甲 陳O瑄

時尚四甲 李O穆

時尚四甲 林O泰

時尚四乙 謝O純 2000

時尚四乙 張O萱

時尚四甲 丁O華

時尚四甲 陳O瑄

時尚四甲 李O穆

時尚四甲 林O泰

時尚四乙 謝O純 2000

時尚四乙 張O萱

145300

102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01 輪型機器人競速-北政大南正

修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4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5 自走車飆創意軌道-正修衝霸

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3 2018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Mechanism 經濟部 佳作

106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D01 輪型機器人避障比賽-怎麼停

下來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5 2018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04機器人聲東擊西-正修土木獨霸

天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108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9 自走車創意軌道-正修有水母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7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06 輪型機器人最速挑戰-北交大

南高苑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10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1 自走車避障-棒棒噠正修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09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A02 輪型機器人摸黑-正修機械棒

噠噠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佳作

123 2019年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畫話《易經》－卦爻辭裡的走獸類

動物意象視覺圖說創作研究
教育部 第一名

112 2018亞洲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B09 自走車創意軌道-正修有海星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第二名

125 2019年放視大賞 森林販賣部 經濟部工業局

124 2019年A+創意季
畫話《易經》－卦爻辭裡的走獸類

動物意象視覺圖說創作研究
文化部 金獎

總                                  計

127 2019年放視大賞 森林販賣部 教育部 第三名

126 2019年A+創意季 森林販賣部 文化部 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