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666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獲獲  獎獎  110055..1122..0066  
賀 機械碩士班戴戴昭昭民民獲頒第12屆技職之光 

「技職傑出獎」發明達人 

獲獲  獎獎  110055..1122..0066  
恭恭賀賀!!!!   2016年韓國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紙紙漿漿污污泥泥資資材材化化衍衍生生性性固固態態燃燃料料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戴戴良良宇宇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蔡蔡翰翰陞陞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兼兼具具除除濕濕與與節節水水功功能能之之植植栽栽相相框框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
參與學生：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  

李李瑋瑋城城((埔埔里里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55..1122..0055  
恭恭賀賀!!!!   本校師生團隊參與科技部105年度第二梯次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競賽， 
「創業傑出獎」2件，共獲創業獎金426萬元 

團團隊隊名名稱稱：：「FFllaannggee  EEvvoolluuttiioonn」 

參與競賽師生：吳吳俊俊毅毅

碩碩士士班班：：

  老老師師  

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55..1111..0077  

恭恭賀賀!!!!    2016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輕輕量量化化且且高高散散熱熱效效率率的的高高功功率率節節能能燈燈具具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戴戴良良宇宇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蔡蔡翰翰陞陞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多多功功能能壁壁掛掛式式風風力力發發電電機機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張張庭庭瑋瑋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林林園園高高中中)) 

羅羅華華甯甯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林林奎奎佑佑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內內埔埔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宋宋偉偉誠誠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內內埔埔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黃黃柏柏瑞瑞((林林園園高高中中))  

獲獲  獎獎  110055..1111..0077  
恭恭賀賀!!!!    2016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高高熱熱值值廢廢棄棄物物再再生生燃燃料料之之創創新新技技術術              銅銅牌牌獎獎  



****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黃黃柏柏樺樺((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陳陳詠詠璿璿((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55..1111..0077  
恭恭賀賀!!!!    2016 年台北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組組合合式式 LLEEDD 薄薄型型路路燈燈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廢廢鋁鋁電電解解液液資資材材化化高高純純度度奈奈米米氧氧化化鋁鋁粉粉末末之之方方法法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黃黃柏柏樺樺

  

((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遠遠紅紅外外線線多多功功能能加加熱熱墊墊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黃黃柏柏樺樺((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戴戴昭昭民民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紙紙漿漿污污泥泥資資材材化化衍衍生生性性固固態態燃燃料料((RRDDFF--55))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獲獲  獎獎  110055..55..1166  

恭恭賀賀!!!!    2016 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廢廢鋁鋁電電解解液液資資材材化化高高純純度度奈奈米米氧氧化化鋁鋁粉粉末末之之方方法法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沙沙烏烏地地阿阿拉拉伯伯特特別別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大大學學部部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戴戴良良宇宇((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蔡蔡翰翰陞陞((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55..44..2233  
恭恭賀賀!!!!   2016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廢廢鋁鋁電電解解液液資資材材化化高高純純度度奈奈米米氧氧化化鋁鋁粉粉末末之之方方法法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大大學學部部戴戴良良宇宇((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蔡蔡翰翰陞陞

 
((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輕輕量量化化且且高高散散熱熱效效率率的的高高功功率率節節能能燈燈具具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碩碩士士班班莊莊川川興興參參與與作作品品  智智慧慧型型膝膝關關節節受受力力警警示示裝裝置置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555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獲獲  獎獎  110044..1111..3300  
恭恭賀賀!!!!   2015 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多多晶晶藍藍寶寶石石之之創創新新製製程程技技術術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陳陳詠詠璿璿

 
((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隨隨意意貼貼壁壁掛掛式式節節水水盆盆器器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沈沈政政達達((嘉嘉義義高高工工  機機械械修修護護畢畢)) 

周周秉秉曄曄((南南英英商商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1111..0022  
恭恭賀賀!!!!   2015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多多晶晶藍藍寶寶石石之之創創新新製製程程技技術術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本系參與學生：四四技技黃黃柏柏樺樺

 
((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1100..1122  恭恭賀賀!!!!    

 2015年台北國際發明展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具具有有快快拆拆與與模模組組化化功功能能之之浴浴室室用用品品掛掛架架 

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

四四技技

林林奎奎佑佑 

四四技技

宋宋偉偉誠誠  

四四技技

羅羅華華甯甯 

 
張張庭庭瑋瑋  

**趙趙宜宜武武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油油壓壓式式卸卸除除螺螺帽帽輔輔助助構構造造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技技術術員員黃黃庭庭偉偉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

 
何何秀秀琴琴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組組合合式式LLEEDD薄薄型型路路燈燈                            榮榮獲獲銅銅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

碩碩士士班班

陳陳永永璿璿  

碩碩士士班班

戴戴昭昭民民  

 
黃黃柏柏樺樺  

**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以以濕濕法法冶冶金金技技術術回回收收高高純純銅銅                榮榮獲獲銅銅牌牌獎獎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

四四技技

陳陳志志䋯䋯  

四四技技

王王鴻鴻霖霖  

 
黃黃復復琛琛  

 

**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免免澆澆水水漂漂浮浮植植栽栽模模組組                榮榮獲獲印印尼尼特特別別獎獎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

四四技技

吳吳兆兆偉偉  

四四技技

江江承承堯堯  

**
林林信信志志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    自自行行車車曲曲柄柄踏踏板板避避震震裝裝置置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  

 
獲獲  獎獎  110044..0077..0066  恭恭賀賀!!!!    

本校師生團隊參與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競賽，

「LLEEDD  PPLLUUSS

「

」榮獲「創業傑出獎」 

皮皮爾爾蓋蓋世世

本系參與「LED PLUS」創業團隊 

」榮獲「創業潛力獎」 

陳陳智智成成及及吳吳俊俊毅毅

  

  老老師師  

本系參賽學生：四四技技黃黃柏柏樺樺

 
((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0077..0011  
恭恭賀賀!!!!   2015「第九屆龍騰微笑創業競賽」，榮獲首獎 

 
**陳陳智智成成及及吳吳俊俊毅毅

  

  老老師師團團隊隊  

本系參與學生：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陳陳詠詠璿璿((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黃黃柏柏樺樺

 
((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0066..0011  
恭恭賀賀!!!!   2015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可可導導熱熱紅紅外外線線吸吸收收層層應應用用於於33CC散散熱熱設設計計        

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獲獲機機械械與與動動力力機機械械群群第第二二名名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陳陳志志䋯䋯((新新營營高高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楊楊梓梓鉉鉉((曾曾文文農農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黃黃俊俊傑傑((新新營營高高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黃黃復復琛琛((長長榮榮中中學學  製製圖圖科科畢畢))  

謝謝秉秉宏宏

 
（（屏東高工-機械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0044..2233  
恭恭賀賀!!!!   2015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插插槽槽式式燈燈座座、、發發光光基基板板及及插插槽槽式式燈燈泡泡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陳陳詠詠璿璿

黃黃柏柏樺樺((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44..0055..2255  

恭恭賀賀!!!!   2015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LLEEDD薄薄型型路路燈燈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波波蘭蘭發發明明協協會會特特別別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陳陳詠詠璿璿((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黃黃柏柏樺樺((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免免澆澆水水漂漂浮浮花花器器                                        榮榮獲獲銅銅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黃黃俊俊凱凱((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歐歐家家男男((大大湖湖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林林軒軒毅毅((協協志志高高職職汽汽車車科科畢畢))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News_Detail.aspx?s=2019&app=News_Index.aspx&n=9&p=&pg=1�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444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獲獲  獎獎  110033..1122..0011  
恭恭賀賀!!!!   2014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11    多多向向式式之之發發光光散散熱熱板板材材及及燈燈具具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張張振振飛飛((嘉嘉陽陽綜綜合合高高中中畢畢))  

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22    高高效效率率節節能能保保健健之之飲飲水水機機構構造造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張張振振飛飛((嘉嘉陽陽綜綜合合高高中中畢畢))  

四四技技陳陳永永璿璿((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以以濕濕法法冶冶金金技技術術回回收收高高純純銅銅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碩士士班班吳吳家家毓毓((明明達達高高中中畢畢))  

四四技技陳陳志志䋯䋯((新新營營高高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楊楊梓梓鉉鉉((曾曾文文農農工工  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王王鴻鴻霖霖((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黃黃復復琛琛((長長榮榮中中學學  製製圖圖科科畢畢))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多多用用途途之之模模組組化化浴浴室室用用品品掛掛架架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吳吳建建成成((台台中中高高工工冷冷凍凍空空調調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李李瑋瑋宸宸((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林林雋雋堯堯((台台南南一一中中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33..1111..0033  

恭恭賀賀!!!!   2014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吳吳俊俊毅毅老老師師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11    多多向向式式之之發發光光散散熱熱板板材材及及燈燈具具            榮榮獲獲銀銀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陳陳永永璿璿((民民雄雄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22    高高效效率率節節能能保保健健之之飲飲水水機機構構造造          榮榮獲獲安安哥哥拉拉特特別別獎獎  

參與學生：四四技技戴戴昭昭民民((東東石石高高中中機機械械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33..66..2233  

恭恭賀賀!!!!   2014年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多多向向式式之之發發光光散散熱熱板板材材及及燈燈具具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張張振振飛飛((嘉嘉陽陽綜綜合合高高中中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33..55..1122  

恭恭賀賀!!!!   2014年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發明展  

  

本本系系**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可可延延長長花花期期的的蘭蘭花花盆盆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機械三忠林林煜煜展展((秀秀水水高高工工--鑄鑄造造科科)) 

機械三仁賴賴俊俊翔翔((曾曾文文農農工工--電電繪繪科科)) 
 

獲獲  獎獎  110033..55..1100  
恭恭賀賀!!!!   2014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全全方方位位LLEEDD照照明明燈燈具具模模組組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以以三三水水鋁鋁石石製製作作遠遠紅紅外外線線陶陶瓷瓷飲飲水水機機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機機械械加加工工科科畢畢））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魚魚缸缸暨暨盆盆栽栽養養殖殖器器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機械三仁楊楊鎧鎧綺綺（（光光華華高高工工((製製圖圖科科))))   
機械三忠何何建建中中（（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  

機械三忠陳陳哲哲緯緯（（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  

獲獲  獎獎  110033..44..1100  
恭恭賀賀!!!!   2014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本本系系**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參參與與  

可可替替換換之之膨膨脹脹螺螺絲絲 作作品品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特特別別獎獎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環環境境綠綠化化之之情情境境式式筆筆筒筒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機械二仁謝謝昀昀錦錦（（曾曾文文農農工工電電繪繪科科))  

梁梁鳳鳳維維（（沙沙鹿鹿高高工工製製圖圖科科))  

機械三忠林林伯伯維維（（慈慈幼幼工工商商電電機機科科))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333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獲獲  獎獎  110022..1122..1133  
恭恭賀賀!!!!   2013 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以以三三水水鋁鋁石石製製作作遠遠紅紅外外線線陶陶瓷瓷濾濾水水器器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機機械械加加工工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22..1111..0088  
恭恭賀賀!!!!   2013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攜攜行行式式遠遠紅紅外外線線淨淨水水器器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機機械械加加工工科科畢畢））  

獲獲  獎獎  110022..1100..0077  
恭恭賀賀!!!!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展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攜攜行行式式遠遠紅紅外外線線淨淨水水器器 

榮榮獲獲鉑鉑金金獎獎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畢畢)) 
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機機械械加加工工科科畢畢））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參參賽賽作作品品  結結合合於於水水族族箱箱之之環環保保植植栽栽構構造造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參與學生：機械四孝許許柏柏盛盛（（新新營營高高工工機機械械科科))  

盧盧盈盈丞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實實用用技技能能)) 

 
**碩士班林林政政翰翰（（西西螺螺農農工工生生機機科科))、、姜姜朝朝欽欽（（曾曾文文農農工工綜綜高高))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  可可夾夾式式省省電電燈燈泡泡裝裝置置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及及  日日本本知知的的財財產產協協會會  綠綠能能類類最最佳佳發發明明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22..66..2244  恭恭賀賀!!!!  

  

機機械械碩碩一一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畢畢））  參參與與””PPOOWWEERR  GGRREEEENN””團團隊隊  

參參加加蒙蒙古古國國烏烏蘭蘭巴巴托托所所舉舉辦辦的的EECCOOPPRREENNEEUURR  22001133創創業業競競賽賽，，  

獲獲得得「「淨淨化化科科技技CClleeaann  TTeecchhnnoollooggyy」」類類  的的  第第一一名名  

  

獲獲  獎獎  110022..66..2244  
恭恭賀賀!!!!  2013年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碩碩士士班班張張哲哲維維（（長長榮榮中中學學畢畢))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柑柑橘橘精精油油萃萃取取與與應應用用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波波蘭蘭特特別別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22..55..2277  恭恭賀賀!!!!  

機機械械四四忠忠  周周秉秉曄曄  汪汪忠忠賢賢  王王柏柏欽欽  張張俊俊絢絢  王王宗宗彬彬  

參參加加  22001133全全國國技技專專校校院院學學生生實實務務專專題題競競賽賽  

榮榮獲獲  能能源源與與環環保保群群  第第一一名名  獎獎金金33萬萬元元  

指指導導老老師師：：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  

作作品品名名稱稱：：創創意意環環保保節節水水植植栽栽系系統統之之研研製製  

升升  學學  110022..55..2200  恭恭賀賀!!!!  

本本系系  碩碩士士班班（（110022級級））應應屆屆畢畢業業生生  王王瑜瑜慶慶    

考考上上國國立立成成功功大大學學材材料料所所博博士士班班  

指指導導教教授授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  

獲獲  獎獎  110022..55..1133  恭恭賀賀!!!!   2013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作作品品遠遠紅紅外外線線散散熱熱材材料料之之製製造造方方法法及及應應用用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畢畢))、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畢畢））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參參與與作作品品高高效效節節能能蔬蔬果果乾乾燥燥設設備備與與應應用用  

參與學生：碩碩班班施施弦弦宏宏（（中中山山工工商商畢畢））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  

**碩碩士士班班張張哲哲維維（（長長榮榮中中學學畢畢))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柑柑橘橘精精油油萃萃取取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22..44..1155  恭恭賀賀!!!!   2013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本系**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參參與與作作品品互互動動式式節節水水植植栽栽相相框框  

參與學生：機機械械三三孝孝彭彭瑋瑋恩恩（（新新營營高高工工畢畢））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及及韓韓國國特特別別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作作品品遠遠紅紅外外線線蜂蜂巢巢陶陶瓷瓷發發熱熱體體之之結結構構與與應應用用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畢畢))、蔡蔡政政琨琨（（高高苑苑工工商商畢畢））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作作品品名名稱稱純純銅銅高高效效回回收收技技術術  

參與學生：碩士班王王瑜瑜慶慶((南南大大附附中中畢畢))、機械四仁吳吳家家毓毓((南南大大

附附中中畢畢))、、機機械械二二孝孝黃黃俊俊傑傑（（新新營營高高工工畢畢））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機機械械四四仁仁黃黃晣晣琛琛（（嘉嘉義義農農工工畢畢))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復復健健旅旅行行車車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22..11..88  恭恭賀賀!!!!  
本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指指導導學學生生  

《《機機械械三三孝孝  黃黃以以德德  張張明明嘉嘉  楊楊政政翰翰  鍾鍾千千翔翔》》  

參參賽賽作作品品【【FFaarr  EEaasstt  RRoobboott  BB】】 

榮榮獲獲 22001122 台台灣灣區區機機器器人人運運動動競競技技大大賽賽  第第五五名名  

獲獲  獎獎  110022..11..22  恭恭賀賀!!!!    
本系**黃黃家家輝輝老老師師指指導導學學生生  

【機機械械四四孝孝  **周周嗣嗣倫倫**林林坤坤宗宗**莊莊士士賢賢**鄭鄭又又華華】】  



參參與與 110011 年年資資訊訊月月資資訊訊應應用用競競賽賽 

榮榮獲獲工工程程設設計計技技術術應應用用  區區域域獎獎  第第二二名名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222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獎獎學學金金  110011..1122..11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信信淳淳、、蔡蔡佳佳延延、、凃凃忠忠信信 33 位位同同學學榮榮獲獲台台灣灣金金屬屬熱熱處處理理學學會會

正正泰泰獎獎助助學學金金各各貳貳萬萬元元獎獎學學金金。。  

獲獲  獎獎  110011..1122..0066  恭恭賀賀!!!!   2012 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本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參參與與作作品品萃萃取取相相異異極極性性成成分分之之裝裝置置 

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及及大大會會最最大大獎獎  

**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作作品品應應用用於於高高功功率率 LLEEDD 之之遠遠紅紅外外線線散散熱熱基基板板  

參與學生：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嘉嘉義義高高工工畢畢))、潘潘景景隆隆（（曾曾文文農農工工畢畢））  
榮榮獲獲 金金牌牌獎獎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作作品品名名稱稱具具多多孔孔隙隙之之液液態態肥肥料料棒棒構構造造 
榮榮獲獲 銀銀牌牌獎獎 

**碩士班李李松松茂茂（（崑崑山山中中學學學學務務主主任任))、、許許濸濸松松（（虎虎尾尾農農工工機機械械科科))、、

林林政政翰翰（（西西螺螺農農工工生生機機科科))、、姜姜朝朝欽欽（（曾曾文文農農工工綜綜高高)) 
參參與與作作品品智智慧慧型型車車用用節節能能充充電電加加速速裝裝置置          榮榮獲獲  銅銅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11..1111..2233  恭恭賀賀!!!!   2012 年科威特國際發明展  

本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共共參參與與 33 件件作作品品分分別別榮榮獲獲金金牌牌獎獎及及 22 面面銀銀牌牌獎獎  

學生 機械二忠沈沈政政達達參參與與具具有有控控溫溫控控頻頻功功能能之之震震盪盪式式容容器器（（銀銀牌牌獎獎））、、

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作作品品名名稱稱環環保保節節水水植植栽栽容容器器 
碩士班張張順順欽欽(北門農工畢)、、機械四忠周周秉秉曄曄(南英工商畢) 
榮獲銀牌獎及伊朗海外最佳發明獎 

獲獲  獎獎  110011..1111..2233  恭恭賀賀!!!!  

本系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 
碩士班張張順順欽欽(北門農工畢) 
大學部汪汪宗宗賢賢(鹿港高中畢)、王王柏柏欽欽(鹿港高中畢)、周周秉秉曄曄(南英工商畢)、
王王宗宗杉杉(新榮中學畢) 
參加 Good Idea！環保創意發明大賽榮獲發明類社會組第 3名 
得獎作品:植植栽栽用用環環保保創創意意水水盤盤  

獲獲  獎獎  110011..1111..0055  恭恭賀賀!!!!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 
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潘潘景景隆隆 
2012 年 於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榮獲 金牌獎 

獲獲  獎獎  110011..1100..0011  恭恭賀賀!!!!  

本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 
碩士班陳陳柏柏州州、李李育育民民、楊楊智智評評、伍伍柏柏霖霖、許許濸濸松松 



機械四忠汪汪宗宗賢賢、張張俊俊絢絢、王王柏柏欽欽、王王宗宗彬彬、吳吳承承軒軒、徐徐旻旻躍躍 
2012 年 於台北國際發明展 榮獲  
4面金牌獎、3面銀牌獎及韓國發明學院特別獎  

產產學學  110011..0088..3300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趙趙宜宜武武老老師師與與希希華華晶晶體體科科技技公公司司續續簽簽執執行行產產學學合合作作計計畫畫，，產產

學學案案加加上上技技轉轉金金已已逾逾一一千千萬萬元元（（110011//88//3300 希希華華晶晶體體科科技技公公司司曾曾頴頴堂堂董董事事

長長親親自自至至本本校校與與校校長長簽簽訂訂第第 55 次次產產學學案案））！！  

證證  照照  110011..0066..22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學學生生  110000 學學年年度度第第二二學學期期潘潘承承耀耀等等 2255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氣氣壓壓丙丙級級

證證照照！！（（林林震震益益、、陳陳志志平平、、李李于于盛盛、、陳陳玉玉萍萍、、王王柏柏欽欽、、何何柏柏融融、、王王博博生生、、

李李煜煜燻燻、、宋宋承承恩恩、、李李宗宗恩恩、、沈沈禹禹利利、、陳陳倚倚興興、、陳陳倚倚峰峰、、吳吳承承軒軒、、曾曾建建存存、、

王王崧崧銘銘、、唐唐聖聖賢賢、、陳陳家家緯緯、、黃黃博博壕壕、、柯柯彥彥廷廷、、羅羅元元鴻鴻、、吳吳峻峻宇宇、、黃黃楷楷修修、、

施施宇宇鴻鴻！！  

獲獲  獎獎  110011..0066..1177  恭恭賀賀!!!!  

本本系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及及機機械械一一忠忠同同學學沈沈政政達達((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修修科科畢畢))、、張張生生中中

((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修修科科畢畢))、、劉劉建建宏宏((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修修科科畢畢))榮榮獲獲 22001122 美美國國匹匹茲茲

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傑傑出出金金牌牌獎獎及及韓韓國國特特別別獎獎！！  

本本系系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榮榮獲獲 22001122 美美國國匹匹茲茲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傑傑出出銀銀牌牌獎獎！！  

獎獎學學金金  110011..0066..00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學學生生蔡蔡政政琨琨、、李李意意婷婷、、張張原原銘銘、、翁翁鉦鉦程程、、翁翁靖靖富富、、張張博博淵淵、、

陳陳宏宏儒儒、、廖廖景景弘弘皓皓等等 88 位位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110000 年年度度啟啟動動產產業業人人力力扎扎根根計計畫畫  

各各五五萬萬元元獎獎學學金金，，共共四四十十萬萬元元。。  

證證  照照  110011..0066..00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 110000 學學年年度度四四技技二二年年級級 99 位位同同學學、、三三年年級級 33 位位同同學學、、四四年年級級 44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熱熱處處理理乙乙級級證證照照，，另另考考取取熱熱處處理理丙丙級級證證照照計計有有 8844 位位同同學學！！  

獲獲  獎獎  110011..0055..2222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師師生生三三件件作作品品參參加加 22001122 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共共榮榮獲獲 22 面面金金

牌牌、、11 面面銀銀牌牌及及 11 面面特特別別獎獎，，成成績績輝輝煌煌！！  

獲獲  獎獎  110011..0055..2222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及及沈沈政政達達((嘉嘉義義高高工工機機修修科科畢畢))、、張張生生中中((嘉嘉義義高高工工

機機修修科科畢畢))機機械械一一忠忠同同學學榮榮獲獲22001122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11面面金金牌牌及及11面面特特

別別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11..0055..2222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沈沈銘銘秋秋、、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王王瑜瑜慶慶((南南大大附附中中綜綜高高畢畢))、、

吳吳家家毓毓((明明達達高高中中社社會會組組畢畢))同同學學榮榮獲獲22001122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11面面金金

牌牌！！  

獲獲  獎獎  110011..0044..22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及及張張順順欽欽((北北門門農農工工電電子子科科畢畢))、、陳陳

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陳陳柏柏洲洲((嘉嘉義義高高工工電電工工科科畢畢))榮榮獲獲22001122日日內內瓦瓦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11面面

銀銀牌牌及及22面面銅銅牌牌！！  

證證  照照  110011..0022..00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學學生生王王博博生生、、陳陳宜宜謙謙等等 55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機機械械產產業業專專業業人人才才認認證證

證證照照！！  

證證  照照  110011..0011..1100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學學生生陳陳毅毅修修、、王王俊俊翰翰等等 1166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自自動動化化工工程程師師丙丙級級證證

照照！！  

   

機機機械械械工工工程程程系系系 222000111111 績績績效效效風風風雲雲雲榜榜榜   

類類類   型型型   公公公告告告日日日期期期   績績績   效效效   事事事   項項項   

產產學學  110000..1122..00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趙趙宜宜武武老老師師與與希希華華晶晶體體科科技技公公司司再再次次簽簽約約執執行行百百萬萬元元以以上上產產



學學合合作作計計畫畫，，本本系系陳陳宜宜謙謙、、蘇蘇冠冠學學等等多多位位同同學學參參與與。。  

產產學學  110000..1122..0077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與與永永州州捷捷寶寶電電訊訊塑塑膠膠五五金金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簽簽約約執執行行一一百百

萬萬元元產產學學合合作作計計畫畫。。  

獲獲  獎獎  110000..1122..0044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碩碩士士班班學學生生伍伍柏柏霖霖、、楊楊智智評評及及張張嘉嘉維維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韓韓國國首首爾爾

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銀銀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22..0044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朱朱清清俊俊老老師師榮榮獲獲 22001111 韓韓國國首首爾爾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 11 面面金金牌牌！！    

獎獎學學金金  110000..1111..1166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慶慶剪剪、、翁翁靖靖富富、、曾曾永永富富 33 位位同同學學榮榮獲獲台台灣灣金金屬屬熱熱處處理理學學會會

正正泰泰獎獎助助學學金金各各二二萬萬元元獎獎學學金金。。  

獲獲  獎獎  110000..1111..1155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師師生生四四件件作作品品參參加加 22001111克克羅羅埃埃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共共榮榮獲獲 44面面金金

牌牌、、11 面面銅銅牌牌及及 33 面面特特別別獎獎，，成成績績輝輝煌煌！！  

獲獲  獎獎  110000..1111..1155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黃黃清清盛盛、、陳陳柏柏州州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克克羅羅埃埃西西亞亞國國際際

發發明明展展金金牌牌獎獎及及 33 面面特特別別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11..1155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榮榮獲獲 22001111 克克羅羅埃埃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 22 面面金金牌牌獎獎及及 11

面面銅銅牌牌獎獎！！姚姚福福文文、、李李育育民民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11 面面金金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11..1155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詹詹添添印印老老師師及及王王慶慶剪剪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克克羅羅埃埃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金金

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00..3311  恭恭賀賀!!!!  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榮榮獲獲 2011年德德國國紐紐倫倫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銀銀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00..2222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老老師師及及王王瑜瑜慶慶、、連連威威誌誌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全全國國大大專專院院校校

學學生生創創新新與與創創業業競競賽賽」」第第三三名名！！  

獲獲  獎獎  110000..1100..00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師師生生七七件件作作品品參參加加 22001111台台北北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榮榮獲獲 22面面金金牌牌 44 面面銀銀

牌牌及及 11 面面銅銅牌牌。。  

獲獲  獎獎  110000..1100..00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黃黃清清盛盛、、陳陳柏柏州州、、黃黃亞亞峯峯、、蔡蔡政政琨琨、、林林凱凱翔翔同同

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台台北北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金金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1100..00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及及王王瑜瑜慶慶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台台北北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

金金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0099..3300  捷捷報報!!!!22001111「「龍龍騰騰微微笑笑創創業業競競賽賽」」，，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黃黃清清盛盛、、楊楊士士賢賢、、

黃黃亞亞峯峯三三位位同同學學榮榮獲獲全全國國第第一一名名及及獎獎金金二二百百萬萬元元。。  

證證  照照  110000..0077..0044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所所學學生生陳陳建建銘銘、、林林泯泯宏宏、、蔡蔡政政琨琨、、郭郭威威旻旻及及碩碩士士班班伍伍柏柏霖霖等等 55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自自動動化化工工程程師師丙丙級級證證照照！！  

獲獲  獎獎  110000..0066..2233  狂狂賀賀!!!!本本系系師師生生四四件件作作品品參參加加 22001111美美國國匹匹茲茲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榮榮獲獲 22面面金金牌牌  

22 面面銀銀牌牌及及亞亞洲洲最最大大獎獎項項--遠遠東東區區最最佳佳發發明明獎獎，，成成果果輝輝煌煌！！  

獲獲  獎獎  110000..0066..22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及及陳陳柏柏州州、、黃黃清清盛盛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美美國國匹匹

茲茲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金金牌牌獎獎及及亞亞洲洲最最大大獎獎項項--遠遠東東區區最最佳佳發發明明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0066..22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沈沈銘銘秋秋、、王王振振興興、、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姚姚福福文文、、韓韓承承志志、、高高博博愈愈同同

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美美國國匹匹茲茲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金金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0066..2233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及及施施弦弦宏宏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美美國國匹匹茲茲堡堡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 22

面面銀銀牌牌！！  

獎獎學學金金  110000..0055..3311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學學生生蔡蔡書書馨馨、、林林靖靖軒軒、、徐徐偉偉軒軒、、廖廖婉婉琳琳、、李李育育民民、、王王彥彥翔翔、、

吳吳家家偉偉、、葉葉峻峻鳴鳴及及梁梁博博皓皓等等 99 位位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9999 年年度度啟啟動動產產業業人人力力扎扎根根計計畫畫  

各各五五萬萬元元獎獎學學金金，，共共四四十十五五萬萬元元。。  

獲獲  獎獎  110000..0055..2266  狂狂賀賀!!!!本本系系師師生生參參加加 22001111 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勇勇奪奪 11 金金 11 銀銀 11 銅銅  



獲獲  獎獎  110000..0055..2266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詹詹添添印印、、趙趙宜宜武武老老師師及及曾曾永永富富、、尤尤志志展展、、張張原原銘銘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金金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0055..2266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陳陳智智成成老老師師及及陳陳柏柏州州、、廖廖健健宏宏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馬馬來來西西亞亞國國際際發發

明明展展銀銀牌牌獎獎！！  

獲獲  獎獎  110000..0055..2266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振振興興、、沈沈銘銘秋秋老老師師及及連連威威誌誌、、王王瑜瑜慶慶同同學學榮榮獲獲 22001111 馬馬來來西西

亞亞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銅銅牌牌獎獎！！  

證證  照照  110000..0055..1188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王王仁仁宏宏等等 55 位位同同學學考考取取熱熱處處理理乙乙級級證證照照，，蔡蔡佳佳延延等等 8811 位位同同學學

考考取取熱熱處處理理丙丙級級證證照照！！  

產產學學  110000..0055..0066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趙趙宜宜武武老老師師與與希希華華晶晶體體科科技技公公司司簽簽約約執執行行數數百百萬萬元元產產學學合合作作

計計畫畫，，本本系系陳陳宜宜謙謙等等多多位位同同學學參參與與。。  

獲獲  獎獎  110000..0044..1111  恭恭賀賀!!!!本本系系汪汪正正祺祺老老師師榮榮獲獲 22001111 日日內內瓦瓦國國際際發發明明展展銀銀牌牌獎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