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項貢獻傑出獎-學生部份】共 6 名 

1.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補助計畫 

單位 姓名 事蹟 備註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李晉發 金門縣田埔食蟲植物區復育計畫 

理工學院 
陳俊彥 以地面光達掃描系統進行混擬土結構裂縫量測 

電子工程學系 李侑儒 
結合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行車安全與多功能汽車防盜系統 

觀光管理學系 林彥均 金門發展博弈觀光可行性之研究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王柔捷 民宿業經營者之創業導向與經營績效之分析-以金門縣為例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王濬 台灣「柔性權力」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與對未來的作用 社會科學院 

 

【第四項競賽傑出獎-學生部份】共 61 名 

2.榮獲全國比賽前三名 

單位 姓名 事蹟 備註 

電子工程學系 王建鈞 

1.2013 澳門國際發明展-智慧型藥瓶-金牌獎 

2.2013 澳門國際發明展-輔助生產座椅-金牌獎 

3.2013 澳門國際發明展-應用可攜式電子裝置之圖形辨識技術之門禁系統-

銀牌獎 

4.2013 澳門國際發明展-具有短距通訊功能之安全帽-銅牌獎 

5.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一般組)-亞軍 

6.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撞球-第二名 

7.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社會組 C 組-第一名 

8.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社會組 C 組-第二名 

9.101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機器人與自動機具類-第三

名 

10. 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理工

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李依樺 
1.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一般組)-亞軍 

2.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社會組 C 組-第一名 

電子工程學系 林韋辰 
1.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創意組)-冠軍 

2. 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電子工程學系 林柏佑 
1.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創意組)-冠軍 

2.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撞球-第三名 

電子工程學系 王奕博 
1.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撞球-第二名 

2.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社會組 C 組第二名 

電子工程學系 

鄧杰人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邱佳儀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王智煒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徐仲薇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電子工程學系 
高詳晉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撞球-第二名 

張博偉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智高自走車撞球-第二名 

電子工程學系 

許柏昱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二名 

王敬陽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二名 

詹鈞丞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二名 

凃佑諭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二名 

電子工程學系 

陳迪生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第三名 

湯子觀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第三名 

陳冠安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第三名 

林佳慧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第三名 

電子工程學系 
張博偉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第二名 

羅啟銘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相撲-第二名 

電子工程學系 

曾慶元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撞球-第三名 

侯至謙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撞球-第三名 

鍾韋泓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撞球-第三名 

電子工程學系 

吳志仁 101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機器人與自動機具類-第三名 

周士弼 101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機器人與自動機具類-第三名 

李宜澄 101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機器人與自動機具類-第三名 

電子工程學系 

莊永達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郭星佑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蔡汶佐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智高自走車競速-第一名 

資訊工程學系 

許肇驛 

1.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2.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一般組)-冠軍 

3.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三名 

4.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一名 

林韋群 

1.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2.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一般組)-冠軍 

3.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三名 

4.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一名 

資訊工程學系 李侑儒 

1.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2. 2013 國際智慧型人型機器人競賽—無動力機器人競賽(創意組)-冠軍 

3.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三名 

4.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一名 

5.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二名 



資訊工程學系 文胤臣 

1.2013 年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車用電子創意組-優等 

2.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輪式機器人循跡-第三名 

3.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一名 

資訊工程學系 

曾胤齊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二名 

梁博閔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二名 

陳冠宇 
101 年度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手臂車搬寶特瓶-第二名 

資訊工程學系 

王崇峻 
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項目並獲得第二名。 

王銘榆 
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項目並獲得第二名。 

楊叔倫 
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項目並獲得第二名。 

許景銘 
參加 2013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項目並獲得第二名。 

應用英語學系 黃竑立 

2013 Youboook 全國大專校院電子書創作大賽最佳評審作品獎(最佳評審作

品獎是由專家評審選出) 

人文

藝術

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謝承志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管理

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系 翁德融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 500M 個人冠軍 團體第二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司孟蓮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刁兆蓉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吳孟璇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陳億燦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陳信宏 

2013 兩岸大學獨木舟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102 學年度大專盃帆船錦標賽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王均煒 102 學年度大專盃帆船錦標賽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黃翊修 102 學年度大專盃帆船錦標賽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粘佩慈 102 學年度大專盃帆船錦標賽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蘇佩伶 102 學年度大專盃帆船錦標賽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吳明鍵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球道賽個人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邱彥豪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男子組木球球道賽個人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吳明鍵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張育誠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陳益富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廖峻德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劉冠宏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闕偉儒 10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木球桿數賽 團體賽 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