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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學生曾雅沛參加 2018AI 智慧家庭設計論壇暨家電設計競賽獲得佳作
大三學生卓芳羽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陳映彤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陸韋慈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郭文曦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陳怡君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黃瑞琦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蔣汝育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鄭宇均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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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學生游少瑜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李文晴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陳靜誼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白馥瑄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楊亞臻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方郁心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林文玲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徐翊珊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賴榆瀅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鍾明儀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沈秀軒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顏君瑋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馬士超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游子霈入圍經濟部我的創新 DNA 決賽
大三學生陸韋慈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特優
大三學生柯懿庭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甲等
大三學生蔡逸仙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甲等
大三學生徐翊珊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曾雅沛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鍾明儀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顏薇庭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卓芳羽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羅悅心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優等
大三學生馬士超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游少瑜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沈秀軒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徐翊珊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王弘威榮獲 107 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組佳作
大三學生林聖淵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三學生葉峻辰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三學生王弘威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李睿覺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鐘可欣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宋上禾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楊聖媛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三學生李怡萱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三學生游子霈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林正昀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四學生董萁芮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二學生林季青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二學生范姜沛妤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二學生胡晴雯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二學生梁佳鈺榮獲 107 學年佛陀紀念館地宮文創設計競賽入圍
大三學生張軒銘、蔡逸仙、馬士超、潘伯寬、黃千妮、何欣俞、李世晨、鄭
韶揅、林聖淵等入圍 2019 光陽第八屆設計挑戰盃新世代電能車體驗設計競
賽
 大三學生張軒銘、蔡逸仙、馬士超、潘伯寬、李世晨鄭韶揅等入圍 2019 上
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第一階段比賽
 大三學生馬士超、潘伯寬二位同學入圍 2019 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第二
階段複審，赴上海參加為期一週的工作營
 大三學生王弘威及林文玲，入圍行政院環保署環境關懷設計競賽
 大三學生沈秀軒、鍾明儀、楊亞臻、葉峻辰等，參加 2018 國立工藝中心工
藝新趣計畫，計畫通過
 大三學卓芳羽、陳映彤、陸韋慈、郭文曦、陳怡君參加經濟部舉辦「創新 DNA
競賽」決賽，榮獲展示設計獎
 大三學生蔣汝育、鄭宇均、游少瑜、黃瑞琦參加經濟部舉辦「創新 DNA 競
賽」決賽，榮獲創新產品組佳作獎
 大三學生林文玲、徐翊珊、賴榆瀅、鍾明儀、沈秀軒、顏君瑋、馬士超、游
子霈、李文晴、陳靜誼、白馥瑄、楊亞臻、方郁心等參加經濟部舉辦「創新
DNA 應用競賽」，榮獲入圍獎
 大三學生卓芳羽、陳映彤、陸韋慈、郭文曦、陳怡君參加佛光大學 107-1 自
主學習競賽榮獲築夢計畫組第一名
 大三學生林文玲、徐翊珊、賴榆瀅、鍾明儀、沈秀軒參加佛光大學 107-1 自
主學習競賽榮獲自主學習組第一名
 大三學生李孟謙、姜宣羽、黃亭毓、曾新惠參加佛光大學 107-1 自主學習競

賽榮獲自主學習組佳作獎
 大三陸韋慈同學參加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榮獲優選獎，並參與「愛。






和平」國際海報邀請展暨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聯展
大三李羽函同學參加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榮獲入選獎，並參與「愛。
和平」國際海報邀請展暨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聯展
大四張硯池同學之攝影作品入選 2019 Wonder Foto Day 台北國際藝術交流
展，將於 04.11-04.14 於松菸文創園區展出
大四董其芮、林正昀同學以「菱花鳥鏡梳組」獲得第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
品設計競賽」第二名
大二范姜沛妤同學以「護法師圖騰設計系列」獲得第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
品設計競賽」第三名
大三林聖淵、葉峻辰、王弘威同學以「護法師獅製冰盒」獲得第一屆「佛教

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大三林聖淵、葉峻辰、王弘威同學以「花鳥紋手機架」獲得第一屆「佛教地
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大三李怡萱、游子霈同學以「花鳥紋掛勾」獲得第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品
設計競賽」優選獎
 大二梁佳鈺同學以「護泥（護法獅印章組）」獲得第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
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大三陸韋慈同學參加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舉辦第八屆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
全國學生創意競賽，榮獲大專組佳作
 大三馬驛韓同學參加 2019 第七屆全國室內暨傢俱設計大賽，獲得入圍獎
 林思宜、蔡鎮宇兩位同學以 Hidden Sink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入圍兩項
林正昀、董其芮兩位同學以 IC needle protect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
賽，入圍兩項
林正昀、董其芮兩位同學以 Inflammation sensor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
計競賽，入圍兩項
林正昀、董其芮兩位同學以 Atomxation treatment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
計競賽
曾雅沛、陸韋慈兩位同學以 JellyFish eating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
賽
曾雅沛、陸韋慈兩位同學以 WAVES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王弘威同學以替換式氧氣罩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劉丞家同學以收納式露營鏟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沈秀軒、賴榆瀅、郭文曦、徐翊珊四位同學以石光（多功能檯燈）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沈秀軒、賴榆瀅、郭文曦、徐翊珊四位同學以電腦捲線器作品入圍 2019 德
國紅點設計競賽
 李世晨、鄭韶揅兩位同學以 FGW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黃千妮、何欣俞兩位同學以 SHU BABY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黃千妮、何欣俞兩位同學以 GO GO HONEY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









賽
張軒銘、蔡逸仙兩位同學以 VANCY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張軒銘、蔡逸仙兩位同學以 Caffee Bar 作品入圍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鐘明儀、沈秀軒、葉峻辰、楊亞臻四位同學參加 107 年度「工藝新趣」新工
藝人才入籍活動計畫
李世晨、鄭韶揅兩位同學獲 2019 光陽設計挑戰盃銀獎（獎金 10 萬元）
馬士超、潘伯寬兩位同學獲 2019 光陽設計挑戰盃佳作（獎金 1 萬元）
蔡逸仙、張軒銘兩位同學參加 2019 巨星設計獎競賽，獲得金獎
呂宗信同學參加 2019 巨星設計獎競賽，獲得優選獎
大四趙文波、鍾采妤兩位同學獲 2019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金獎，索引

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獎項名稱：布二代-貨櫃布料銀行
 大四趙文波、鍾采妤兩位同學獲 2019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金獎，天毅
企業有限公司，獎項名稱：多功能環保袋組
 大四兩位同學王譽瑾及姚夢荷位同學獲 2019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金
獎，合作企業：5% Design Action 換然衣新同樂會 Coolage! Brand New Party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蔡佳諭、王之姸、陳宜
汶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形象廣告
設計，平面類優勝（智利櫻桃之胸部篇）
 大二曾美欣、鄭鈺陵、莊欣儒、梁睿珊、楊濬璟同學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
獎一般廣告設計，智利櫻桃"幸福正當紅"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優勝（幸
福的時刻 櫻為有你）
 大二王之妍、蔡佳諭、陳宜汶、許庭維、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
妤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掌閱 APP 品牌形象廣告設計，
平面類優勝（閱雨）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林祐萱獲第二十八屆時
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銀犢獎（請原諒我的不
完美）
 大二鄭鈺陵、梁睿珊、楊濬璟、曾美欣、莊欣儒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
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銅犢獎（還找不到對的方法嗎？）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林祐萱獲第二十八屆時
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第二名（請原諒
我的不完美）
 大二林祐萱、趙雅琪、李婧伶、夏冰清、吳貞儀、黃舒亭獲第二十八屆時報
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第三名（獨一無二）
 大二鄭鈺陵、梁睿珊、楊濬璟、曾美欣、莊欣儒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
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第二名（還找不到對的方
法嗎？）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陳韋宏、林祐萱獲第二十八屆時

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第三名（女媧
篇）
 大二陳姿菱、林季青、廖苡晴、陳亭均、陳韋宏、范姜沛妤、林佩誼、林祐
萱、黃舒亭、游紫嫺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醒吾科技大學
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優勝（人才濟濟）
 大二曾美欣、林綺柔、胡晴雯、陳韋翔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
計，旺旺集團廣告設計平面類第三名（剎氣@人們）
 大二范植霖、鄧愷威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永和豆漿品牌
形象廣告設計平面類優勝（豆漿大廈 情繫兩岸）
 大二許庭維、傅人華、李冠廷、張景智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
計，永和豆漿品牌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第一名（永豆之戰）
 大二葉可瑩，蔡采霖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一般廣告設計，永和豆漿品牌
形象廣告設計非平面類優勝（不同的我們相同的愛）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陳韋宏、林祐萱獲第二十八屆時
報金犢獎技術類-最佳攝影項 攝影獎（女媧篇）
 大二范姜沛妤、黃舒亭、游紫嫺、姜沛妤、許庭維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
技術類-最佳攝影項攝影獎（不久）
 大二許庭維、傅人華、李冠廷、張景智獲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技術類-最佳
剪輯項剪輯獎（不久）
 大三曾雅沛、陸韋慈兩位同學以 WAVES 作品獲得 2019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winner 獎項
 大三蔡逸仙同學參加 2019 青年設計師跨校設計工作營獲銅獎
 大三張軒銘、黃祥倫、謝秉言、潘伯寬、馬士超、吳泓寬、翁方碩、柯俊安、
郭勝瑞、李世晨、李守祺、黃千妮、鄭韶揅，參加 2019 青年設計師跨校設
計工作營獲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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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級劉丞家同學作品入圍三陽工業產學競賽（可攜帶智能狗屋）
 105 級張軒銘同學作品入圍德瑞格企業產學競賽（LVG 智能測電手套）
 104 級曾惠筠同學作品入圍德瑞格企業產學競賽（FSD PROJECT 前線安全
捍衛計畫）
 105 級鍾明儀同學作品入圍高林 X 索引產學競賽（行動縫紉車）
 105 級翁方朔、吳泓寬同學作品入圍建大輪胎產學競賽（L-Type）
 105 級黃祥倫、柯俊安同學作品入圍建大輪胎產學競賽（行動縫紉車）
 105 級徐翊珊、賴榆瀅同學作品入圍天毅企業產學競賽（Piece x Piece 片片
多功能環保袋）
 105 級王弘威、葉峻辰同學作品入圍德立斯企業產學競賽（Mini Patch）
 105 級林文玲、游少瑜同學作品入圍德立斯企業產學競賽（神貓對決）
 106 級徐郁雯同學、陳薇晰同學、陳姿菱同學及 105 級張維琳同學，榮獲經
濟部 2019 我的創新 DNA 實務應用創意競賽 佳作獎（青見女子 X LIHIYI）
 106 級黃子芹同學、李兪萱同學、李冠廷同學，榮獲經濟部 2019 我的創新
DNA 實務應用創意競賽 佳作獎（醋咪創意 X 長嶺園釀醋坊）

 106 級范姜沛妤同學以「死亡之吻」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設類大專美術系特優
 106 級游紫嫺同學以「This is not love」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
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特優
 106 級姜沛妤同學以「網後餘生」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
設類大專美術系優等
 106 級朱 芸同學以「NO WAR」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
設類大專美術系優等
 106 級許庭維同學以「WE NEED YOUR HELP!」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甲等
 106 級胡晴雯同學以「海洋的弔念」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設類大專美術系甲等
 106 級林季青同學以「讓你的報導成為二次傷害」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6 級林佩誼同學以「拒絕性騷擾」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設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6 級王之妍同學以「CACH 反困獵活動」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
術比賽平設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6 級廖苡晴同學以「奶瓶樂現象」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漫畫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6 級林季青同學以「社群軟體是你的氧氣」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
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6 級傅人華同學以「2050 海洋生物百科」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
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4 級林于靖同學以「妳的孩子不是妳的孩子」作品獲得 108 學年度全國學
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佳作
105 級學生曾雅沛以「波沓」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獎-年度最
佳設計
105 級學生曾雅沛以「波沓」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獎-贊助特
別獎
105 級學生黃千妮、李世晨以「左輪膠囊咖啡機」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
點設計新秀獎-贊助特別獎
105 級學生吳俊彥以「除濕機提燈」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獎-

贊助特別獎
 105 級學生賴榆瀅以「葵圍椅久」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獎-贊
助特別獎
 105 級學生游子霈以「溫室」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獎-贊助特
別獎
 105 級學生黃千妮、曾雅沛以「P.H 冰滴咖啡壺」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
設計新秀獎-贊助特別獎

 105 級學生張軒銘、蔡逸仙以「Vancy」作品入圍 2020 新一代金點設計新秀
獎-循環設計特別獎 決賽
 105 級學生張軒銘、蔡逸仙以「LAUNTRIX」作品入圍 2020 德國紅點設計
競賽
 105 級學生張軒銘、蔡逸仙以「VANCY」作品入圍 2020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105 級學生馬士超、馬驛韓以「New Faith」作品入圍 2020 德國紅點設計競
賽
 105 級學生馬士超、馬驛韓以「Find the light Find the water」作品入圍 2020
德國紅點設計競賽
 105 級學生王弘威、葉峻辰以「Compasses Tape Measure」作品入圍 2020 德
國紅點設計競賽
 105 級學生王弘威、葉峻辰以「Mini Patch」作品入圍 2020 德國紅點設計競
賽
 105 級賴榆瀅、徐翊珊兩位同學獲 2020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銀獎 天毅
企業有限公司
 105 級林文玲、游少瑜兩位同學獲 2020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銀獎 德立
斯有限公司
 104 級曾惠筠同學獲 2020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銅獎 德瑞格有限公司
 105 級黃祥綸、柯俊安兩位同學獲 2020 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企業入圍獎 建
大有限公司
 105 級蔡逸仙、潘伯寬兩位同學獲 2020 光陽設計挑戰盃銅獎（獎金 5 萬元）
 105 級鄭韶揅、張軒銘、李世晨同學獲 2020 光陽設計挑戰盃入圍決選
 105 級徐翊珊同學獲 2020 健豪盃社會組/月曆類金獎（獎金 12 萬元）
 105 級蔡逸仙、潘伯寬兩位同學獲「2020 年度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優
秀作品獎（獎金 5 萬元）
 107 級石佳芯同學以 Grash 作品獲 KYMCO2020 第九屆設計挑戰盃（青年設
計師跨校設計工作營）獲佳作
 107 級陳薇安同學以 LEISSHARE 作品獲 KYMCO2020 第九屆設計挑戰盃
（青年設計師跨校設計工作營） 獲佳作
 107 級陳薇安同學以 FARMODULAR 作品獲 KYMCO2020 第九屆設計挑戰
盃（青年設計師跨校設計工作營） 獲佳作
 105 級學生張軒銘以「攪拌棒結構」獲新型專利（M602011）
 105 級學生黃千妮、李世晨以「冷熱刀架結構」獲新型專利（M60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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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級許庭維同學獲 109 雲端發票 E 起來影片比賽-金獎《雲端發票 E 起來雲端發票動畫宣導短片》
 106 級許庭維同學獲 2020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視覺設計類-入圍獎
《SOS 海洋救援》
 106 級張衍至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組美術系
組-優等獎《方糖炸彈》
 107 級施涵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組美術系組

-佳作獎《無法呼吸》
 107 級張簡妙惠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組美術






系組-佳作獎《No Air Pollution》
107 級賴欣妤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大專組美術系組平面設計
類-佳作獎《拒絕空污》
107 級李姿儀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組美術系
組-佳作獎《Please save electricity》
107 級許芳菱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優等獎《工廠式教育》
107 級黃詩媛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佳作獎《社會冷漠》
107 級張簡妙惠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

-佳作獎《生命的暗諷》
 107 級張心柔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佳作獎《我快站不住了》
 107 級張官雨潔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
-佳作獎《父母的縮影》
 107 級李姿儀同學獲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組美術系組佳作獎《台灣塑膠王國》
 107 級許依婷同學參加第二十九屆時報金犢獎榮獲醒吾科技大學非平面類
第二名《就是難不倒我》
 107 級王乃可同學參加第二十九屆時報金犢獎榮獲醒吾科技大學平面類 優
選獎《光影》
 107 級郭俊廷同學參加第二十九屆時報金犢獎榮獲防疫議題非平面類 優選
獎《防疫》
 研究生林玳聿論文「多元角落自主學習應用在國小二三年級課程之行動研究
－以人文國中小為案例」榮獲 2020 宜蘭智庫獎勵宜蘭研究學位論文競賽優
秀論文獎
 碩士班學生鍾可欣參加 110.03.21 第 28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The effect of the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on the driver's vision
發表論文：智能障礙兒童平衡能力之評估研究初探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Children's Balance Performance
 碩士班學生李睿覺、連若晴參加 110.03.21 第 28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 The effect of the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on the driver's
vision 發 表 論 文 ： 以 動 態 系 統 觀 點 進 行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平 衡 能 力 評 估
Evaluation of the balance ability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碩士班學生林柯、王泰文參加 110.03.21 第 28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The effect of the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on the driver's
vision 發表論文：第三煞車燈對駕駛人視覺之影響 The effect of the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on the driver's vision
 碩士班學生簡鈺展參加 110.03.21 第 28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The effect of the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on the driver's vision
發表論文：車載系統操作介面魅力因子研究 The Study on the Attractiveness
Factors of Car-Born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學士班賴冠傑同學 2018 年亞洲青少年暨 U23 輕艇競速錦標賽 U23 男子組
獲 C1-200M 銀牌及 C1-500M 銀牌
 學士班張潮同學錄取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所
 105 級學士班李孟澤同學獲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大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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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系優等
104 級學士班王品鈞考取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104 級學士班陳聰文考取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宋亞威同學參與傳播系徐明珠副教授帶領主持的「玩物尚志」計畫進行物聯
網應用與創新發想和實作，計畫成果「水溫及水位感知通報裝置」經向智慧
財產局申請「專利」
，獲得第 M570926 號專利證書，為本校第一件科技專利
104 級學士班林富萍錄取輔仁大學博物館學所
104 級學士班徐子翔錄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04 級學士班徐子翔錄取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104 級學士班潘巧瑄錄取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104 級學士班項亭睿錄取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105 級學士班賴冠傑同學參加 2019 輕艇競速世界杯系列賽第二站賽事榮獲
A 組決賽第九名是臺灣輕艇史上首位划進世界杯 Final A 的選手
 105 級學士班邱靖媛同學獲教育部 108 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生
正取 7 赴「尚志大學」交換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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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級學士班葉羽霜同學參加教育部 108 年度台灣女孩日-微電影暨照片說
故事比賽微電影比賽大專組第 1 名
 108.10.22 107 級學士班葉羽霜同學代表本縣參加「108 年全國運動會」女子
組自由車越野賽項目獲銅牌
 108.09.28 105 級學士班賴冠傑同學代表本縣參加「108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
項目，賽會期間自 108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於桃園石門水庫三民溪水
域（阿姆坪生態公園）舉行，獲男子組輕艇競速 1000 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
男子組輕艇競速 1000 公尺雙人加拿大式艇雙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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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蘇國慶同學榮獲第 31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傳藝表演新人獎
 106 級學士班林立晨錄取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研究所

傳播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楊喆盛獲國際音樂專門學校（UTS MUSIC ACADEMY）線上培訓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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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贊助
朱逸軒獲國際音樂專門學校（UTS MUSIC ACADEMY）線上培訓音樂課程
全額贊助
顏雅玲、李明燕、朱玟瑜參加葛瑪蘭汽車客運舉辦【公共運輸進校園】微電
影徵選競賽，獲第一名
顏雅玲同學以「早餐店的風景」入圍 107 年正聲廣播公司所舉辦的「校園新
聲獎」-廣告行銷類的節目主持人
吳俊德、吳亞蓁、張沂旋：《深視》，佛光大學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競賽
-冠軍
徐佳昕（中文）、翁倩陶（中文）、張海萍（傳播）：《核擴散》，佛光大
學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競賽-亞軍
顏雅玲、李明燕、朱玟瑜：《穿梭蘭陽間～擋風玻璃下的故事》，佛光大學
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競賽-季軍
張詠安、朱恆瑩：《找。Hide and Seek》，佛光大學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
競賽-佳作
顏雅玲榮獲正聲廣播公司舉辦校園廣播新聲獎之公益廣告類組特優
王教宇同學參加旺旺中時集團主辦的台青看武漢攝影活動暨攝影競賽， 榮
獲優勝，作品並給予裱框，展覽於武漢及台北
羅培甄、羅培儀代表佛光大學參加大專盃女子籃球比賽榮獲女子組冠軍
李沛璇參加 2019 迪貝堡親子樂園品牌命名競賽獲得佳作（獎金 3 仟元）
吳俊德與魏寧同學的畢製作品「檸檬誌」，榮獲《第九屆國際華文暨教育盃

電子書創作大賽》大專組「佳作」成績
 吳俊德同學獲得第 16 屆新傳獎最佳客家廣播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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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 王教宇同學參加台北市政府主辦（48 小時拍攝計畫），入圍四項，
最後一舉拿下最佳影片特效及最佳影片類型運用兩項大獎
 2020.04.28 研究生吳玉琴及黃嫊嫃參加第十七屆「育秀杯創意獎」，獲微電
影類比賽首獎
 2020.06 詹凱勝、黃振偉 徐國偉、朱逸軒、劉睿鴻、林安琪、陳芷寧、姜柔
羽、許筑涵、練智豪、徐薔、楊岳霖、謝昀蓁、吳亞璞、陳語萱所組成之謎
底製片團隊，拍攝之影片「謎-情緣」榮獲第一屆校園鑫馬獎各校選拔佳作
 2020.06 許筑涵、姜柔羽、練智豪、徐薔、黃振偉、李泓哲、楊岳霖、謝昀
蓁、吳亞璞、陳語萱、黃振偉、詹凱勝、徐國偉、朱逸軒所組成之謎底製片
團隊，拍攝之影片「謎憶」榮獲第一屆校園鑫馬獎各校選拔第三名
 2020.06 魏立昀、洪浩鈞、林怡珊、張偉平所組成之經濟考量製作團隊，拍
攝之影片「根性」榮獲第一屆校園鑫馬獎各校選拔第二名
 2020.06 楊岳霖、謝昀蓁、吳亞璞、陳語萱、姜柔羽、許筑涵、練智豪、徐
薔、黃振偉、詹凱勝、徐國偉、朱逸軒所組成之謎底製片團隊，拍攝之影片
「謎迴」榮獲第一屆校園鑫馬獎各校選拔第一名

 陸亭諭同學獲財團法人葛瑪蘭文化基金會「宜蘭地區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何孝淇同學榮獲第二屆長青生活節 『全國學生攝影故事競賽』，「大專院
校組」佳作
 吳宇凡「凡事都聊」入圍教育廣播電臺第 18 屆金聲獎音樂節目獎
 朱珈妤等 38 位學生作品入選『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
競賽』大專學生組
 郭俊廷攝影作品「盡頭」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專業攝影獎
 林雨萱攝影作品「礫石沙灘旁的碧藍海水」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
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專業攝影獎
 廖品樺攝影作品「路徑」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專業攝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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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庭語攝影作品「歸有光」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
競賽』大專學生組專業攝影獎
 彭鈺慈攝影作品「嗨！大海」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專業攝影獎
 彭鈺慈漫畫作品「被「隔離」的心路歷程」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
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漫畫新人獎
 江俐儀攝影作品「行走」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李奕謙攝影作品「時空記憶」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郭俊廷攝影作品「朋友」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張乃倫攝影作品「宜蘭的龜」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林雨萱攝影作品「碧藍海水中的漁船」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
跨領域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張瑋書攝影作品「水的記憶」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
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許詩敏攝影作品「穿越時空的痕跡」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
領域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周育慈攝影作品「回家」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劉芷菱攝影作品「倒影」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羅詠琪攝影作品「巷」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
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曾冠蓉攝影作品「ALONE」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陳思穎攝影作品「宜蘭大溪漁港」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
域設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林易廷攝影作品「甜蜜回憶」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郭予馨攝影作品「甜蜜回憶」獲『第三屆康堤盃–2020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
計競賽』大專學生組最佳攝影獎」

資訊應用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鍾易霖、謝舜丞、鄭靝灝、鄭惟澤、蔡俊培、蔡秉融、蔡佾橙、楊珮偲、黃
順祈、程昭盛、游竣傑、游旻潔、彭敬家、傅立衡、陳億伸、陳聿新、張竣
韋、孫浩維、林容安、李紹齊、李立誠、吳燕雯等 22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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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獲得通過資訊工業策進會有
薪實習
余柔諠、高筠棠、曾天祈、劉政佑、劉耀庭、賴冠丞等 6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並獲得通過工業技術研究院有
薪實習
石從廷等 1 位參與競逐經濟部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遴選
並獲得通過中華經濟研究院有薪實習
吳燕雯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至宏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薪
240 小時實習
楊珮偲、詹均凱等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至廣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各有薪 240 小時實習

 宋思賢、謝舜丞、石從廷、彭敬家、余柔諠等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
育計畫至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有薪 240 小時實習
 鄭靝灝、張琳琳、温千慧、錢蓉、余承翰等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
計畫至雙影創藝有限公司各有薪 240 小時實習
 張銘軒、陳威洋、林禹丞等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至優思睿智
科技有限公司各有薪 240 小時實習
 蔡佾橙同學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至資擘股份有限公司有薪 240
小時實習
 唐洪翔同學榮獲 107-2 自然佛光攝影競賽第三名
 唐洪翔同學榮獲東方米蘭 2019 旅遊風景攝影大賽初賽入圍的 10 位準決賽
者之一
 賴俊廷、陳思瑄、連錫揚、許嘉祐等四位同學通過初階資訊師資培訓課
程，教導宜蘭地區國小學生 Scratch 程式語言課程
 溫音淇同學代表本校參與一般組女籃勇奪 107 學年度 UBA 籃球聯賽季軍
 學生朱吳欽、藍建維以《國小幾何思維訓練 App》參加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
學會 2018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得教學多媒體競賽教師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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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 張竣韋、石從廷、蔡俊培、吳佳蓉、曾天祈、楊珮偲、陳思瑄、孫浩

維、余柔諠、林禹丞、鄭惟澤、李可馨、游哲凱等 13 名同學通過 ipas 經濟
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之資訊安全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108.11 唐洪翔同學榮獲香港東方米蘭旅遊 2019 年度中港台攝影比賽第二名
 108.12 劉邦宇、吳晏愷、劉旻毅、藍梓婷、楊壎妤、李維誠、簡子騰同學及
產媒系呂御甄同學共同榮獲 2019 佛光大學學生創作宜蘭地區創生數位行銷
平台競賽 冠軍
 108.12 蔡佾橙、石從廷同學共同榮獲 2019 佛光大學學生創作宜蘭地區創生
數位行銷平台競賽 亞軍
 109.05 本系吳晏愷、劉旻毅同學榮獲 IETAC 2020 獲專題競賽 佳作
 109.07.16 吳晏愷、劉旻毅同學參加第 16 屆台灣軟體工程研討會發表《建構
於聊天機器人之校園疫情系統以佛光大學為例》
 陳威洋、吳柏賢、梁嘉彥、劉嘉鈴、林容安、招穎騫、張竣韋、石從廷、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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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培、吳佳蓉、曾天祈、楊珮偲、陳思瑄、孫浩維、余柔諠、林禹丞、鄭惟
澤、李可馨、游哲凱等同學通過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之資訊安全工
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黃乙玲同學參加 109 年度花蓮縣縣長盃劍道錦標賽大專女子組個人賽榮獲
冠軍
蔡佾橙同學參與 DLT2021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發表論文─開放資料於中小
學校園之應用
資應系合計 47 名同學考取 2D 動畫軟體 Cartoon Animator 4 國際證照
資應系合計 21 名同學考取 Unity 國際證照（Design 3D Animation Game Using
Unity）
資應系合計 45 名同學考取 3Ds Max 國際原廠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