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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專組 資通類 資301 UI04 智慧型廚具物連網 亞東技術學院 林照峰 艾美特 施博翔、張智翔、陳祐陞

2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B UM03 可行駛樓梯路面之拖地清潔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志雄 艾美特 張知宇

3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B UM08 多功能清潔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志雄 艾美特 詹育華、陳柏翰

4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B UM14 多工能履帶撿球機器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志雄 艾美特 林晉德

5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B UM26 非接觸型衛生間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王鴻猷 艾美特 彭梓呈、陳品綸

6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01 一扇門救你全家
南台科技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
邱裕中、王俊凱 艾美特

黃聖翔、陳世勳、孫培

鈞、楊鎮毓、高書賢、許

7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07 整合型多功能照護系統 樹德科技大學 顏錦柱 艾美特
簡品晟、曾譽升、陳晉

緯、王亮凱

8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09 自動購物車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陳國益 艾美特 陳韋皓、鄭舜文、張竣惟

9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11 智慧家庭節能控制用通訊閘道 正修科技大學 劉建源 艾美特 翁碩成、李昭慶、李冠龍

10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15 使用Kinect進行教學簡報系統

開發
醒吾科技大學 游孟潔 艾美特

廖柏鈞、黃志恩、藍培

鈞、蔡明軒、邱文皓

11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21 智慧水溫控制系統 南臺科技大學 薛雲太 艾美特
鄒博生、王祥軒、陳信

吉、洪嘉宏

12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32
手勢翻譯應用於聽障人士照護

設備之研究與創作－以聽說手

套為例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李來春 吳可久 曹
筱玥 王聖銘 鄭建

文龍祈澔

艾美特
陳貞元、嚴堯瀚、謝雅、

Veronique

13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33 多功能通訊鎖 南台科技大學 薛雲太 艾美特
謝維哲、周俊廷、江彥

宏、侯尚緯

14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37 無線APP監控冷暖風扇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俊吉 艾美特 蔣序承、尤松泉、林祐廷

15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44 智慧家庭中央控制系統設計與

實作
淡江大學 張志勇 艾美特

陳正昌、翁崇銘、黃耀

禾、鄭揚翰、陳柏廷、江

得瑋

16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45 壓力感測握力復健遊戲裝置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洪盟峰 艾美特
施冠宇、林子謙、陳倢

伶、陳信宇

17 大專組 綜合類 資501A UM47 結合物聯網之雙重防災逃生指

示燈設計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蔡錦福 艾美特

曾逸家、劉峻瑋、劉晨

煜、許建智、官筱芬、宇

冠鴻

18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01 一氧化碳中毒防制系統 南臺科技大學 陳世芳 艾美特
莊明龍、林榮達、吳航

毅、陳文盛、陳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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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11 遠端寵物互動系統 樹德科技大學 顏錦柱 艾美特
黃丞男、朱嘉偉、蕭子

靖、鄭義鵬

20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12 自動沖水馬桶 屏東大學 顏楠源 艾美特
李晉瑋、張晨浩、廖俊

凱、吳宗航

21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13 互聯自動斷電插座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周進文 艾美特 張育山

22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20 備料小幫手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張獻中 副教授 艾美特
劉大銘、許景淵、盧勁

廷、游秀雯、黃曼婷、吳

永福
23 大專組 電子類 資704 UE26 多功能智慧型垃圾桶 聖約翰科技大學 郭政謙教授 艾美特 吳冠毅、盧名軒、謝時玄

24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02 智慧型手機遙控窗簾 國立岡山農工 林立銘 艾美特
林詠軒、陳柏宇、陳郁

升、蔡曜陽

25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03 不讓你睡 景文高中 蘇金源 艾美特 薛羽琛、宋來彥、楊易澄

26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05 室內智慧感應照明頂燈
台北市立內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周進文 艾美特 高瑜鴻、張庭銓、賴友新

27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15 旋轉日光燈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蔡忠憲 艾美特 吳李慶、戴士程、洪琮富

28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17 情境感應燈 桃園育達高級中學 李翊豪 艾美特
羅中良、周立勤、林雨

柘、丁琮恩、陳堅佑

29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21 自動曬衣架 東海高中 李宏傑 艾美特
許浩偉、張浩鈞、徐豪

智、李定宏

30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22 插座隔離裝置 私立東海高中 李宏傑 艾美特
張家銘、李彥均、林宗

毅、陳世翔

31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24 地震時保護生命財產裝置
新北市私立南山高級中

學
林政煌 艾美特

王振宇、陳敬翰、嚴健

紘、吳凱宇、鄒家燊

32 高工中 電子類 資401 SE27 無線充電 立志中學 楊凱盛 艾美特 張育程、賴信翰、盧柏翰

33 高工中
行動APP

類
資405 SA05 APP雲端監控水族箱 高雄高工 蔡志宏 艾美特 楊信致、顏冠豪、王崇宇

34 高工中
行動APP

類
資405 SA07 量「身」定「喝」 國立苗栗農工 林己超、楊得明 艾美特

黃祐音、翁啟原、黃柏

惟、張良毓

35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01 落葉剋星 私立中山工商 楊鎮澤 艾美特 李勝威、陳威陵、黃贊翰

36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03 水電池 基隆二信高中 劉兆祥、陳紀昌 艾美特 劉御賢、劉淑媛、陳妍如

37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05 「電電」起床 苗栗農工 林己超 楊得明 艾美特 陳佳宏、張世麒、謝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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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07 腳踏車自瞬充警示光環 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李清煌 郭宗祐 艾美特 蔡宗佑、朱安吉

39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15 智慧型揚聲器指向定位系統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

學
曾俊霖 艾美特 袁思敏、楊知軒

40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17 聽話的房子 立志中學
楊凱盛、蔡宇

軒、許維庭
艾美特

張家祥、陳彥華、蔡倉

田、陸俊諺、盧學緯、程

益恩、李偉誠

41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25 智慧型置物箱 私立景文高級中學 鐘國全 艾美特 唐紹軒、蘇子宸、黃紹緯

42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28 環保垃圾桶
新北市私立南山高級中

學
林政煌 艾美特

張家豪、楊旭凱、廖英

龍、陳畇嘉、許育慎

43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29 居家感應型停車場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

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
江夙儒 艾美特 胡常笠、黃偉杰、張羽霖

44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30 可攜型萬用救命工具 私立立志高級中學
蔡宇軒、楊凱盛、

許維庭
艾美特

薛立誠、麥碩倫、趙振

傑、劉育誠

45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32 智慧型自走除濕機 復興商工 謝建立 艾美特
洪鼎凱、黃致洋、余柏

璋、周劭綸

46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34 未來居家智慧宅 台中私立光華高工 李福生 艾美特 廖建富、陳玠儒

47 高工中 綜合類 資504 SM35 蚊防四溢 立志中學 蔡佳純，廖雁飛 艾美特

林士華、張毅閔、蔡秉

和、蔡奇昌、姜建甫、唐

淳詳、蘇明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