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資訊 參展作品 參展教師 共同創作 獎項 

泰國國際發明展 

2 月 2~5 日 
智慧型環境參數偵測物聯網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呂佩容、蔡宇翔、黃士彬、 

陳岳昌同學 

銀牌獎 

馬來西亞特別獎 

瑞士日內瓦 

第 43 屆國際發明展 

4 月 15~19 日 

奈米銀線快速製造裝置與其應用產品 機械工程系 王明文老師 - 
金牌獎 

韓國特別獎 

具有照明及高溫保護的電源插座裝置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劉冠麟、陳奕宏、涂佑強、 

林永祥、陳昭宇同學 
銀牌獎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及 

科技展 

5 月 21~23 日 

智慧型廚具物聯網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智翔、施博翔、陳祐陞同學 
銀牌獎 

泰國特別獎 

前輪旋轉鎖定裝置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顏暐玲、吳冠瑩、林佳慧同學 
銀牌獎 

馬來西亞特別獎 

自動車窗擊破裝置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劉冠麟、溫偉廷、吳哲嘉、 

李佳陽、周民淳同學 
銀牌獎 

日層鮮盒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材料與纖維系 黃茂全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王晏柔、陳彥伶、陳珮妤、 

戴莉庭、徐永倫同學 
銅牌獎 

視障者可攜式餐盒 
電子工程系 陳麗玲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電子工程系 江明軒、李家維同學 銅牌獎 

蹲式馬桶用斜傾衛生墊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吳冠瑩、蔡瓅瑄、田乃心、 

蔣 佳、陳珮妤同學 
銅牌獎 

2015 美國匹茲堡 

國際發明展 

6 月 16~18 日 

非接觸擾流吸盛器 
工商業設計系 高繼徽老師 

機械工程系 王明文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袁毓成、陳科熹、 

歐陽吉恩同學 
金牌獎 

第二產程分娩輔助器 

工商業設計系 高繼徽老師 

台北護理大學 高美玲教授 

馬偕醫院 林育靜護理長 

工商業設計系 袁毓程同學 金牌獎 

防手部神經萎縮之復健球 

電子工程系 陳麗玲老師 

亞東醫院 朱耀棠醫師 

鄭鈴護理師 

電子工程系 謝東霖、林志一同學 銀牌獎 

多功能音樂盆栽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詠儒、張峻瑋、陳映圻同學 銀牌獎 

自走式起身後仰輪椅 工商業設計系 高繼徽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袁毓成、陳思靖、陳科熹、 

歐陽吉恩、林政輝同學 
銀牌獎 

2015 台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 

10 月 1~3 日 

第二產程分娩輔助器 

工商業設計系 高繼徽老師 

台北護理大學 高美玲教授 

馬偕醫院 林育靜護理長 

翁順隆醫生 

工商業設計系 袁毓程同學 金牌獎 

前輪旋轉鎖定裝置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顏暐玲、吳冠瑩、 

林佳慧、陳佳伶同學 
銀牌獎 

2015 韓國首爾國際發

明展 

11 月 26~29 日 

即刻救援 
工商業設計系 蘇木川老師 

王志仁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黃逸農、李雯捷、朱家秀同學 

金牌獎 

俄羅斯特別獎 

可變化型體之椅子 工商業設計系 蘇木川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朱宣翰、陳 蕙、朱家秀、 

楊捷絮同學 
金牌獎 

具遠端監控與管理的居家電源系統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陳奕宏、涂佑強、林永祥、 

陳昭宇同學 
銅牌獎 

椅桌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楊育瑋、劉肇娳、陳凱棋、 

陳世昂同學 
銅牌獎 

自行充電式拐杖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許家誠、紀宏杰、林群紘、 

林己舜同學 
銅牌獎 

具有物聯網功能和熱溫差供電的鍋子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智翔、施博翔、陳祐陞同學 銅牌獎 

智慧型穿戴式狗鍊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朱峻賢、李沄樺、林世傑、 

林東緯同學 
銅牌獎 

 

  



競賽資訊 參展作品 參展教師 共同創作 獎項 

2015KIDE 高雄國際發

明暨設計展 

12 月 4~6 日 

椅桌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楊育瑋、劉肇娳、陳凱棋、 

陳世昂同學 

金牌獎 

工業設計類 

最高成績獎 

多功能音樂盆栽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詠儒、張峻瑋、陳映圻、 

石玉銓同學 
金牌獎 

具遠端監控與管理的居家電源系統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陳奕宏、涂佑強、林永祥、 

陳昭宇同學 
金牌獎 

智慧型簡易遙控器 電子工程系 陳麗玲老師 電子工程系 陳聖文、王傑同學 金牌獎 

保溫隔熱套墊 
材料與纖維系 黃茂全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洪子明、鍾家太、 

姚依伶同學 
銀牌獎 

防手部神經萎縮之復健輔助器 

電子工程系 陳麗玲老師 

亞東醫院 朱耀棠醫師 

鄭鈴護理師 

電子工程系 謝東霖、林志一同學 銀牌獎 

智慧型穿戴式狗鍊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朱峻賢、李沄樺、林世傑、 

林東緯同學 
銀牌獎 

自行充電式拐杖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許家誠、紀宏杰、林群紘、 

林己舜同學 
銀牌獎 

可攜式居家防護系統 電子工程系 王清松老師 
電子工程系 簡可寯、邱士軒、邵立榮、 

李佳馨同學 
銀牌獎 

智慧型穿戴式佛像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致祥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智翔、施博翔、陳祐陞同學 銀牌獎 

整合管理系統 電子工程系 黃獻鋒 電子工程系 陳彥呈、謝松達、李哲宇同學 銀牌獎 

可變化型體之椅子 工商業設計系 蘇木川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朱宣翰、陳 蕙、朱家秀、 

楊捷絮同學 
銀牌獎 

知足知竹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柯穎生、吳聲洋、吳青穗、 

邱彥超同學 
銀牌獎 

泡泡集水椅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葉琳、廖利珠、顏玉婷同學 銀牌獎 

即刻救援 
工商業設計系 蘇木川老師 

王志仁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黃逸農、李雯捷、 

朱家秀同學 
銅牌獎 

具有物聯網功能和熱溫差供電的鍋子 電子工程系 林照峰老師 電子工程系 張智翔、施博翔、陳祐陞同學 銅牌獎 

智慧型餐盒 
電子工程系 陳麗玲老師 

工商業設計系 閆嬰紅老師 
電子工程系 江明軒、李家維同學 銅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