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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典範

榮耀台灣

為鼓勵技職校院師生踴躍參與國際性技藝能競賽，爭取榮譽，本部自 94 年
起設置技職校院最高榮譽—「技職之光」。獎項分為「競賽卓越獎」及「技職
傑出獎」二類，競賽卓越獎主要是肯定在國際競賽表現優異的技職校院師生；
技職傑出獎則是表揚在國際創新發明及專業證照等領域具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本獎項開辦已邁入第 10 年，回首過去，感謝這些技職院校師生參與國際性技
（藝）能競賽，對技職教育的貢獻與付出，總計 102 學年度各校至《技職風雲榜》
登錄資料總計達 4,171 筆，其中符合遴選資格 162 筆，今（103）年共有 28 組
獲獎、合計 42 人獲得此殊榮。
技職教育以多元學制與多樣類科，因應企業界不同的人才需求與學生不同
的性向發展，務求適才適性，著重於務實技術的專業實作，並培養職場接軌的
實習經驗，我們可以見到技職之光選出了參與國際競賽，包含工業設計、商業
設計、餐飲、美容等競賽獲獎豐碩的師生，以及在技職成長過程中，創造發明、
專利及考取專業證照來印證學習成果的方式，可顯示出技職教育在各方面努力
的卓越成果，雖然臺灣面臨全球性國際高等教育競爭激烈與國內少子化衝擊，
本部仍然以「培育優質創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為整體發展願景，也積極
規劃推動產學專班與學程，希望透過「產」「學」的密切互動，鼓勵學校與業
界共同合作，以做中學、學中做的方式培育出務實致用的人才，更有多個政策
持續推動，包含典範科大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以及許多更完善
的政策推動，希望透過持續的改革，讓臺灣的優秀人才更加優質化成長。
最後本部將持續透過「技職之光」選拔，褒揚傑出表現之技職師生，鼓勵
更多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及踴躍參加國際競賽，站上國際發光發熱，並引領更多
具有技術資賦或實務性向的學生選擇技職體系。選技職 ‧ 好好讀 ‧ 有前途，
讓技職教育永續傳承，榮耀臺灣。

教育部部長

吳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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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 ( 學生組 )
工業設計類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麗蓉
林昱彣

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4

Education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林季弘
吳筠綺

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3

Third Age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郭憲竹

red dot design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3
2013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Illustrations

red dot
award
Merit

頁碼

商業設計類

43rd Creative International
Print and Packaging Awards

第七屆美國 IDA 國際設計獎

Student Works

Student Print-Illustration,
Photography &Typography
Categories:Student
Illustration Commercial
Campaign
Student Print
-Packaging Categories:
Food&BeveragePackaging

白金獎

金獎
銀獎

Students - 佳作作品不分類

佳作

Students - 不分類

佳作

Students Graphic Design
(Print - Key Art)

金獎
銅獎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靖婷
林靜玫
蔡佩紋
黃君碧

red dot design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4

Publishing &
Print Media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奕亨
蔡雅菁
包玉婷
蔡宗軒

red dot design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4

Publishing &
Print Media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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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餐飲廚藝類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羅霽

2014 新加坡 FHA 國際烹飪挑戰賽

個人挑戰賽：
現場熱菜類 新亞洲菜

金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林佳瑩

2014 新加坡 FHA 國際烹飪挑戰賽

個人挑戰賽：
烘焙類展示 杏仁糕 / 糖

金牌

個人挑戰賽：
蛋糕裝飾
( 現場 )

銅牌

美容家政類

頁碼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華夏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郭奕瑄

第 38 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女士宴會髮型
設計 - 長髮
* 真人

金牌

髮型組各組
總成績

總冠軍
(Overall Champion)

宴會髮型
* 真人

銅牌

國際部門評比

銀牌

2013 SPC JAPAN
全日本理美容選手權決勝大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呂雅琪

2014 年 OMC 世界盃
( 德國 ‧ 法蘭克福 ) 美髮美容大賽

動畫暨影片類

頁碼

School Tests 金牌
Gents Cut & Style
* 公仔頭
School TestsLadies Perm
Wrapping
* 公仔頭

金牌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企業管理系
文化資產維護系

游倪
解巧薇
沈雋杰

第 22 屆克羅埃西亞
一分鐘國際短片影展

Official
Programme

GRAND
PRIX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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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 ( 教師組 )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萬能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陳育睿

2014 韓國 IBEA 國際美容大會

Man cut

金牌

Trend Make-Up

金牌

Up Style

金牌

Jury Awards

大賞 ( 全場總冠軍 )

傳訊及設計 形象及品牌

亞洲最具影
響力金獎

傳訊及設計 字體設計

亞洲最具影
響力銀獎

C 類（企業識別：
各種企業機構、
單位標誌及系列
應用設計作品）
+ D 類（活動識
別：各種商業性
活動等標誌及系
列應用作品）

企業識別設
計評審特別
獎(澀谷克
彥 )、中華民
國美術設計
協會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李根在

2013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

2013 年臺灣國際平面設計競賽

頁碼

技職傑出獎得獎名單
發明獎達人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得獎發明

發明展名稱

榮獲獎項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機械與
機電工程碩士班

姜佳豪

車用故障警示器之自動
佈放系統

第 65 屆 德 國 紐 倫 堡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車門開啟安全確認裝置
車用故障警示器之自動
佈放系統
隱藏於交通工具內的收納裝置

6

銀牌獎
第九屆烏克蘭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銀牌獎

頁碼

發明獎達人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得獎發明

發明展名稱

榮獲獎項

高苑科技大學
化工與生化工程
研究所

許榜祐

組合式綠化裝置之設計
與應用

第 17 屆莫斯科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金牌獎
波蘭華沙特別獎

可調節式天然肥料之製
作與設計

銀牌獎

新穎高價值熱塑性生質複
合材料在包裝領域之應用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

金牌獎

邊坡生態綠量化穩定結構

第九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銀牌獎

綠化透水結構地坪
綠建築基地保水系統

第七屆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銀牌獎
IWIS 特別獎
銀牌獎

綠色生態堤岸階梯
支撐構造
功能性生質纖維複材在棧
板與傢俱之應用

第四屆國際創新發明
海報競賽

生質材料在 邊坡生態穩
定結構之設計與應用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士班

陳柏州
蔡政琨

攜行式遠紅外線濾水器

以三水鋁石製作遠紅外
線陶瓷濾水器

高雄市
財團法人中山工商

魯裕元
藍中廷
陳思翰
蔡承儒

具多元智能啟發功能的
教學輔具

頁碼

金牌獎
銀牌獎

第 65 屆德國紐倫堡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

鉑金獎

第九屆韓國首爾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第 25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第 65 屆德國紐倫堡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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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達人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取得證照

發明專利名稱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陳念慈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發明第 I429818 號

電子鎖裝置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24065 號

連結式桌椅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31315 號

具照明功能之量尺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32857 號

串接式時鐘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46206 號

自動閉鎖之物品收容裝置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58507 號

燈具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60344 號

電子收費扣款確認裝置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70476 號

燈具及發光裝置

頁碼

證照達人 ( 高職組 )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取得證照

國立嘉義高工
機械科

陳宣翰

機械加工乙級技術士證；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技術士證；車床丙級
技術士證；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技術士證；銑床丙級技術士證；
模具丙級技術士證等 7 張證照

高雄市私立復華中學
資料處理科

孫碧蓮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術士證；電腦硬體
裝修丙級技術士證；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證；網路架設丙級技術士證；
會計事務 - 資訊丙級技術士證；印前製程 - 圖文組版 PC 丙級技術士
證；IC3 計算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認證；Microsoft Office 2007 大
師 級 認 證；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 Networking
Fundamentals、Security Fundamentals、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undamentals 等 54 張證照					

國立豐原高商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王歆雅

TOEIC 多益測驗 910 分；全民英檢中高級；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
會英語能力測驗第一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證等 7 張證照

臺南市私立亞洲餐旅
職業學校
餐飲技術科
( 實用技能學程 )

陳俐婷

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麵包乙級技術士證；中式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
漿皮類乙級技術士證；中餐烹調 - 葷食丙級技術士證；餐旅服務丙級
技術士證；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證；烘焙食品 - 麵包丙級技術士證；
全民英檢初級合格等 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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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證照達人 ( 技專校院組 )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取得證照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李亞修

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級技術士證；用電設備檢驗乙級技術士證；
電器修護乙級技術士證；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技術士證；工業配線乙級
技術士證；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證；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證；自
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施工 ( 類 ) 丙 ( 級 ) 考驗丙級合格；自來水管承裝技工；
自動化工程師初級；AutoCAD 2013 國際認證；IC3 計算機綜合能力
全球國際認證等 20 張證照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徐璟豪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級技術士證；測量 - 工程測量乙級技術士證；室
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級技術士證；泥水 - 面材舖貼丙級技術士證；
混凝土丙級技術士證；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證；自來水管配管 自來水管丙級技術士證；泥水 - 砌磚丙級技術士證；建築製圖丙級技
術士證；自來水管承裝技工；Revit Architecture 2013 國際認證；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等 20 張證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程筱芸

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麵包乙級技術士證；中餐烹調 - 葷食乙級技術士證；
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術士證；中式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漿皮類乙級
技術士證；中式麵食加工 - 水調 ( 和 ) 麵類乙級技術士證；中式米食加工 熟粉、一般膨發類丙級技術士證；肉製品加工 - 乳化類丙級技術士證；
烘焙食品 - 麵包丙級技術士證；餐旅服務丙級技術士證；調酒丙級技
術士證等 13 張證照

致理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曾莉卿

記帳士；ERP 軟體應用師 - 財務模組；ERP 軟體應用師 - 配銷模組；
財稅專業能力 -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特優等、綜合所得稅申報實
務特優等、財產稅申報實務特優等；理財規劃人員；銀行內部控制與
內部稽核 ( 一般金融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期貨商業務員；人身保
險業務員；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財產保險業務員；信託業業務
人員；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企業內部控制；調查與研
究方法分析師；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
驗；TQC 企業人才技能 - 電腦會計專業級；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TOEIC 多益測驗 405 分等 26 張證照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陳貞君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CP) - Java SE 5 Programmer、
Java EE 5 Web Component Developer、Oracle Database SQL
Certified Expert、Oracle Database 10g Administrator Certified
Associate；CEO 國際認證中心 - MWA- 多媒體網站分析師、MWP多媒體網站規劃師；TQC+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ERP 軟體應用師 - 財務模組；ERP 軟體應用師 - 生管製造模組；顧客
關係管理師證照 ( 顧客服務 ) 等 10 張證照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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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現其他傑出事蹟
推薦學校 / 科系

得獎者

傑出事蹟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
科技博士班

陳泓錡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博士生陳泓錡，主要研究所領域為精密機械加工、
自動化技術、模具工程及奈米量測技術等，他的主要研發成果《三次
元接觸式掃描探頭》，陸續獲得第 20 屆全國自動化科技研討會最佳
論文獎、102 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第一名、第 41 屆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金牌以及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最高榮譽
「鉑金獎」的肯定；另一件作品《高精度微型 CNC 綜合加工機與三
維量測系統之研製》也獲得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實作獎暨冠
軍、2012 產業先進設備專題實作競賽第二名以及第九屆上銀科技機械
碩士論文獎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他的研發技術成果已成功授權移
轉至業界公司，達成產學合作的最大效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張東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學生張東琳，雖然高中時係就讀一
般高中，但他在高一時參加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的全國學生自
製船模大賽，即對「自造實作」產生非常大的興趣，因此他升學時捨
棄一般大學，選擇虎尾科大。升上四技後，開始接觸動力機械、製造
科技、太陽能光電科技及自動化控制等專業技術，大一時他就展現旺
盛的實作能力，贏得第三屆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銀牌
獎；大二時他有感於北港溪污染嚴重，花了 5 千多塊，利用半年的
時間研發出太陽能水質監測器「蛋蛋君」，再度奪下第四屆茂迪盃銀
牌，並獲得最佳設計歷程獎。大三時他開始研究無人飛行器，除了加
入學校團隊，並一舉獲得 2014 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自動導航
組第二名以及第八屆全國大專學生創新設計實作競賽第一名。實作經
驗和成果豐富的他，還在台灣 Maker 社群第一屆自造者年會以及多旋
翼飛行器原理與體驗工作坊擔任講師，將所學成果分享給更多學員。
其 中 他 的 代 表 作「 蛋 蛋 君 」 是 一 款 浮 動 式 小 型 水 質 監 測 器， 係 以
Arduino 控制晶片，結合 GPS 定位模組、GSM 通訊模組和化學感測
器，能夠檢測水溫及酸鹼值等資訊，並且還結合 Google Earth 介面
製作成遠端監控系統，能自動蒐集來自水質監測器發送的訊號。這項
研發不但生產容易、成本低、耗電量少，而且運用太陽能供電，除了
得到環保署讚賞，並且在許多媒體報導，張同學的實作能力和成果，
實為技職教育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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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工業設計類

陳麗蓉、林昱彣
推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張景旭
作品名稱：Fun Pinball
得獎競賽：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4
Education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得獎心得：
此次參與紅點設計大賽能夠獲得 best of best，我們覺得十分的榮幸，紅點概念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Concept Award) 是國際公認的全球工業設計頂級獎項之一。我們由一開始的草案發想，
慢慢地調整作品；考慮使用者的心理、市場的可行性及許多細節來完成作品，讓作品在國際舞臺上
發光發熱，更透過參與全球性的競賽，了解未來全球的趨勢。
感謝老師及隊友們的幫助，未來我們也會多參與國際競賽，提升能力，從中學習國際市場的需
求，發展更多更好的設計產品。

競賽歷程：
參賽的作品是一組能夠讓孩童結合繪畫與軌道拼接自由創作的彈珠台，藉由磁性軌道能吸附在
黑 / 白板上之特性並於磁性版上繪畫，能夠讓他們在教室裡玩耍，可以讓多位孩童同時參與玩樂，
希望能夠讓兒童發揮想像力與思考力，培養團隊合作，一起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彈珠台。我們在發想
的過程中訪問過許多幼兒園，由於是設計給兒童使用的產品，有許多的細節需要注意，透過觀察兒
童使用過程，再將模型修改得更符合兒童的行為模式，讓兒童能快速的學會如何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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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工業設計類

林季弘、吳筠綺
推薦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朱莉蕎
作品名稱：Unbent
得獎競賽：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3
Third Age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得獎心得：
「從使用者出發」是這個作品最核心的價值。曾經看到婆婆媽媽上市場採購生鮮蔬果時的辛勞，
是我們無法體會的，因此我們團隊想了使用升降的方式，設計了「Unbent」希望能夠改善高齡族的
生活品質。真的很開心這個作品獲得「2013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Best of the best，這是第一次獲
得這麼高的榮譽以及肯定，在國際級的頒獎典禮上更是大開眼界，我們明白這個獎項僅是一個起點，
讓我們更有動力與信心，持續修改作品讓它更好，我們會繼續保持著這份榮耀、保持著對設計的熱
情，創造出更多好作品，幫助更多的人。

競賽歷程：
有天在菜市場，我們發現高齡族拖著傳統菜籃車去採買，但他們卻必須不斷地彎腰才能將蔬菜
水果放進較低的平台裡。而彎腰的動作對於老年人的身體來說是一種負擔，我們希望能夠改善這個
問題，藉由設計來減少這個動作對高齡族腰椎的負擔及降低彎腰的頻率。我們團隊在大二時共同設
計了「Unbent」，此設計改善了菜籃車的使用性，加入升降機構原理，使得高齡族不須再彎腰屈就
於傳統菜籃車的高度，只要輕鬆地利用腳踩，就能讓置物平台配合使用者需求進行升降，便能解決
持續進行彎腰造成的不適與傷害，讓購物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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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郭憲竹
推薦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王韋堯
作品名稱：Yonghe Soy Milk - River City Soul 、瓜瓞琴心喜糖袋
Copy It Right、Future History Post - Future History Breaking News
Sounds of Taiwan
得獎競賽：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3
Illustrations red dot award
43rd Creative International Print and Packaging Awards
Student Print - Illustration, Photography & Typography 白金獎
Categories: Student Illustration Commercial Campaign 金獎
Student Print - Packaging Categories:
Food & Beverage Packaging 金獎 銀獎
2013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Student Works Merit
第七屆美國 IDA 國際設計獎
Students - 佳作作品不分類
Students - Graphic Design (Print - Key Art) 金獎、銅獎
得獎心得：
因著老師的推薦，從來沒有參加國際比賽的我，第一次把作品投到國際上的比賽，很高興也很
幸運得到國際的獎項，作品也因此能讓更多人看到與理解，德國、美國及荷蘭等不同國家的評審認
可，是一件開心的事情。因著得獎，第一次開始被採訪及走進電視台錄音，都讓我覺得新鮮與緊張，
作品也陸續接到國外展示及收錄書籍的機會，另外也因此接到藝術插畫經紀人想與我簽約及更多主
動合作的案子。最後，很謝謝政府有這個獎勵機制，也真的超級謝謝一路以來我的父母、老師、同
學及朋友的幫助與支持，感謝主。

競賽歷程：
永和豆漿是永和人最熟悉的美食，前後約有六十年歷史，相傳當時建造中正橋的工人在興建完
成回鄉後，仍難忘永和豆漿的滋味，經口耳相傳名氣逐漸傳開。同時，中正橋的興建也加速對外發展，
吸引許多遊客前來朝聖，雙向的流動同時帶動永和的商機。
藝術家跳脫傳統，用圖像拆解豆漿的功能，取代刻板的敘述方式，以永和豆漿的歷史人物 - 造
橋工人為主角，引發觀者好奇，並將建橋的精神形象化在人體的組織器官裡，引喻豆漿為永和城市
生命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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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黃靖婷、林靜玫
蔡佩紋、黃君碧
推薦學校：樹德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楊裕隆
作品名稱：丹青 Dyeing
得獎競賽：red dot design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4
Publishing & Print Media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得獎心得：
非常感謝樹德科技大學師長們的扶持，包含：朱元祥校長、設計學院翁英惠院長、本系國際競
賽主要執行楊裕隆主任、張建豐助理教授及協同執行龔蒂菀老師。楊裕隆老師同時也是《丹青》指
導老師，讓丹青能獲得多個獎項與紅點傳達設計獎最佳獎殊榮。
本作品設計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內容與方向的修正，在受到挫折的時候不免有些無力及爭執，
但是在取得許多觀者的認可以及家人與師長的支持鼓勵後，讓我們的熱忱繼續燃燒，持續下去創作
並成功誕生出《丹青》，這套屬於臺灣的植物染紀實書籍。

競賽歷程：
丹青起緣來自於最早出現的天然顏色，意指美麗的色彩，同時含有歷史和繪畫的豐富內涵。此
書的目的是為了延續傳統植物染色工藝，並傳達天然染色的價值及其環保的概念。透過臺灣植物染
最具代表性的 11 種植物去做插畫設計，並以「族群」及「生活」的角度來呈現給大眾，分類出食材
染 ( 主用來料理的材料 )、藥材染 ( 擁有療效用途的藥材染色 )、高山染 ( 臺灣原住民傳統染色 ) 及客
家藍染 ( 臺灣藍染工藝 )，用小人國的世界觀畫出植物與生活的關聯性。此外，也利用紙的特性來將
此作品獨有的色票書展開變成花朵的模樣，並強調這些植物來自自然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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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林奕亨、蔡雅菁
包玉婷、蔡宗軒
推薦學校：樹德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龔蒂菀
作品名稱：菜市場博物館
your MARKET, our MUSEUM
得獎競賽：red dot design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4
Publishing & Print Media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得獎心得：
這次能夠參加德國紅點設計大獎，有幸榮獲 Best Of The Best ( 最佳獎 )，能獲得此殊榮對我們來
說意義重大，獲得此項榮譽當然要感謝樹德科技大學與視傳系主任及指導老師龔蒂菀。因為德國紅點
設計大獎，在我們設計的領域中，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設計獎項，也是所有設計人的夢想，因此這次
能夠靠「菜市場」這個議題獲獎，我們真的很開心！
從這個專題一開始，我們就想要從我們自己的本質出發，進而探討甚麼是更尊重人的議題，因此
才會選定「菜市場」這個題目，而我們也不斷的督促自己別忘記當時的初衷，才將這些故事與人事物
轉換成書籍，希望能夠將我們想傳達的議題傳得更遠，說得更多。

競賽歷程：
我們用「一天的開始與結束」做為整本書的主軸，貫穿每一個章節，從開始 ; 到準備擺攤然後到
販售、打烊及收攤的方式來編撰整本書，而對稱性的書籍裝禎，也呼應了開始以及結束。而表現手法
上，我們蒐集了許多菜市場素材，及紙箱圖樣，也蒐集了許多老闆的筆跡，並結合了人物刻劃的插畫
風格，最後用蠟線裝釘取代現代感的騎馬釘，傳達出菜市場的純樸特質。
我們想用這個概念來跟大家分享，菜市場的生活，每一天這樣開始與結束，我們參與的一天，也
許只是他們數十年市場人生中的平凡一天，也是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曾離開過的堅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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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餐飲廚藝類

羅霽
推薦學校：弘光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吳松濂、許凱敦
得獎競賽：2014 新加坡 FHA 國際烹飪挑戰賽
個人挑戰賽：現場熱菜類 - 新亞洲菜

金牌

得獎心得：
這是我學生生活中的最後一場比賽了，終於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 練習以及比賽的過程中或許艱
難，可是有一堆志趣相投的同學們相挺，以及指導老師 - 松濂師傅及凱敦師傅的耐心幫忙與教導，
過程中不管再怎麼艱難也輕鬆了許多。或許這一次的比賽，過程才是重點，也因為這一場比賽讓我
成長了許多，也學習到了許多，不管是技術或者是心靈層面都成熟了不少 ! 也因為這場比賽讓我們這
群一起參賽的同學們感情變得越來越好 ! 真的非常感謝同學們的幫忙與指教 ! 沒有他們就不會有這一
次的金牌 !

競賽歷程：
這一次之所以會想要選擇新亞洲菜做為競賽的項目，是因為想要用料理來讓全世界的人更加認
識臺灣，所以這一次選擇從小吃到大的三杯雞作為整道菜的基礎，再加以精緻化用來做為競賽的菜
餚。剛開始做這道菜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剛開始想要把菜做到完美，可是真正實做的時候才發現
根本是天馬行空，所以在第一次拿試做的菜給指導老師看的時候，老師就很直接的跟我說 : 你拿這種
菜想要去比國際賽，根本不可能得獎 ! 也因為聽到老師講了這句話，所以我更加努力的練習，老師們
也一直很細心的教導我及從旁協助我，所以才有今天的好成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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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餐飲廚藝類

林佳瑩
推薦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指導老師：王先正、黃靜純
得獎競賽：2014 新加坡 FHA 國際烹飪挑戰賽
個人挑戰賽：烘焙類展示 - 杏仁糕 / 糖
個人挑戰賽：蛋糕裝飾 ( 現場 ) 銅牌

金牌

得獎心得：
在去年的香港國際美食大展，參加過糕點擺設拉糖獲得了銅牌，這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今年在新加坡的廚藝競賽也同樣報名了拉糖這個項目，除了希望這一次的作品可以比上次更進步外
我還多報名了現場蛋糕裝飾總共兩個項目。
這一次的比賽跟上一次比起來，像是在構想、設計、製作手法和產品的細緻度都有比以前來的
更好，還有比賽兩個項目也是時間和體力的考驗，每天在學校的時間比以前要更長，思考作品的時
間也要投入更多心力，但是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突破也激發出自己的無限淺能。

競賽歷程：
這一次作品的主題是小王子這個故事非常勇敢又立志覺得很有意義所以選擇用小王子，故事的
呈現是小王子搭著飛機離開自己的小星球到宇宙各地冒險旅行不害怕人任何困難去追尋自己想要的
東西，就像自己一樣一直在尋找想要的東西，不怕有任何困難都想要達成，就像這一次的比賽從選
拔，不斷重複練習，到準備出國比賽還有準備正式上場的時候這些都是經過一次一次的考驗換取來
的，所以我也一直努力的在尋找自己的目標，無所畏懼的勇往直前。

18

競賽卓越獎／美容家政類

郭奕瑄
推薦學校：華夏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石美芳
得獎競賽：第 38 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女士宴會髮型設計 - 長髮 * 真人 冠軍
髮型組各組總成績 總冠軍 (Overall Champion)
2013 SPC JAPAN 全日本理美容選手權決勝大會
宴會髮型 * 真人 銅牌
國際部門評比 銀牌
得獎心得：
參與比賽，總是期待又怕受傷害，期待是終於可以把學習的成果呈現出來，卻又怕成績不盡理
想，因為有這麼多關愛我的親人及老師，讓我覺得緊張更害怕讓他們失望。但這不是停止努力前進
的理由，因為我要在舞臺上大放光彩，畢竟人生如短暫的煙火，希望可以有耀眼的成績和學習到更
多知識技藝，為了自己的目標及傳承演進，我必須努力。每當自己感覺累的時候，就會想著自己正
處於人生的上坡路，只要堅持下去，就會看見山頭另一邊的美麗風景，歡欣迎接更多挑戰來承諾不
平凡的自己。這次獲得技職之光表揚，非常感謝親人、老師主任們以及學校的支持。

競賽歷程：
熱情如烈火般的設計技藝鍛造出奔放的髮妝藝術。香港亞洲髮型化妝大賽髮型總冠軍作品 -艷髮如火以專業包頭技術整合假髮片與髮飾應用，在簡潔圓融中又見真情奔放，創造全新視覺饗宴。
未來總比現在看來更誘人，因為未來充滿了幻夢而非現實。關鍵是，你在當下，必須將幻夢變成現
實，因為唯有自己不斷的努力才會有更多更美好的果實。或許在許多人眼中香港總冠軍已經是很棒
了，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因為沒有很棒這樣的詞，只有虛心求知、更努力和更進步，對我來說，人
生觀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因為你付出多少努力，就會有多少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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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美容家政類

呂雅琪
推薦學校：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方曉羚、方曉蘋
得獎競賽：2014 年 OMC 世界盃 ( 德國法蘭克福 ) 美髮美容大賽
School Tests - Gents Cut & Style* 公仔頭 金牌
School Tests - Ladies Perm Wrapping* 公仔頭 金牌

得獎心得：
我來自一個三代同堂的美髮家庭，我的奶奶從事美髮業將近 50 年，一手栽培了我的媽媽成為美
髮師。耳濡目染下，也對它產生興趣，高職即朝美容科就讀，在樹德家商的學習期間，看見學校的
學長姐們都在競賽領域有很好的成績，也奠下我對競賽的憧憬。因此到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後，就
進了選手訓練室，開始我的競賽之路。
這一次參與了 2014 年 OMC 德國法蘭克福世界盃美髮美容國際競賽，寬廣了視野，並增進自己對
競賽的認識與了解。在每一次的練習過程中，了解自己的不足與缺點，與學長姐及老師們共同討論，
最後感謝國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的主任老師們及學長姐，還有一路上不斷支持著我
的家人們，願將這份榮耀與你們共享。

競賽歷程：
回憶起當時在頒獎台下的我，揮舞著臺灣的國旗，正替台上得獎的學長姐們喝采，下一秒頒獎
台上喊著的竟是自己的名字，也不管是得了甚麼名次就衝向臺前，站在臺上用力揮舞著手中的國旗，
心中是如此的激昂，心裡想著這一切的辛苦，日以繼夜的練習，犧牲休假日都值得了。非常感謝學
校及老師們在比賽期不斷鼓勵我，給予我這一次出國比賽的機會，讓我站上這個舞臺盡情的發揮，
讓我們的技術得以站上國際間的舞臺，告訴大家我們來自臺灣，臺灣的小孩也可以很棒，機會是留
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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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動畫暨影片類

游倪、解巧薇、沈雋杰
推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陳思聰、林泰州
作品名稱：碗 bowl
得獎競賽：第 22 屆克羅埃西亞一分鐘國際短片影展
Official Programme GRAND PRIX

得獎心得：
很高興能夠獲教育部和克羅埃西亞影展的肯定，在這裡首先先感謝我的學長和女朋友對於我這
專業門外漢的支持和指導，也特別謝謝我的阿嬤花了一整個下午在 NG。
這部作品，無關乎藝術，它與藝術八竿子打不著，沒有特殊的後製處理及色調打光，只有滿滿
的文化意象和人與人互動的探討，它是再也平凡不過的生活瑣碎，隨時發生在社會的每個角落，每
一秒，尋常到不會被別人提起。
而這部作品想問的是，什麼時候就連這麼人與人之間這麼平凡的情感始被人忽視 ?
希望能夠因為這項得獎殊榮，讓更多人看到這部影片，思考這個問題。

競賽歷程：
父母是在餐桌前等著孩子回家的人，這件事貫穿了整部影片，它是抽象情感的具現化。
現代不論是交通還是網路的發達，使得這世界的時間與空間都大幅縮小，人的來來去去更是平凡的
事，雖然，這世界人與人的距離好像變短了，一通電話就能聽到對方的聲音。聲音及影像到了，那
心呢 ? 感情呢 ?
身處資訊時代的我們，感情是不是也被稀釋在訊息的黃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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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教師組

陳育睿
推薦學校：萬能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李訓清
得獎競賽：2014 韓國 IBEA 國際美容大會
Man cut 金牌
Trend Make-Up 金牌
Up Style 金牌
Jury Awards 大賞 ( 全場總冠軍 )
得獎心得：
從業界轉入技職教育體制中一直秉持著傳承的態度，用心的把自己多年所學的傳承給同學們，
希望的就是能讓他們未來畢業即可就業。
在勞工界多年努力用心的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於民國 100 年獲得勞委會全國模範勞工表揚的至
高榮譽，轉職於學界後仍保持著對於這份職業的喜愛，為了引導同學們自發主動的自我成長，依然
用心努力的讓自己成長，再度獲得技職教育至高榮譽的肯定，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未來也依然會
用心的繼續學習與分享。
感謝萬能科技大學給予我極大的發揮空間，李訓清主任與蔡春恩老師提供我最好的支援協助，
謹將這份榮譽與同仁們共享。

競賽歷程：
藍蝶的艷麗之美，輔以白色蕾絲及藍色花朵的的亮眼設計呈現出禮服的華麗感，髮型的造型以
籃編的技巧做為運用，將髮片編織出網狀，另用髮束梳理出玫瑰花的造型搭配運用設計出華麗有如
皇冠的造型，增添高貴典雅的氣息。
本次競賽為了挑戰自己參與了三個競賽項目，競賽前準備確實花了相當多的精神與體力，每一
件作品都是從零開始，逐漸成形，在完成每一個作品的設計時真的非常的滿足，作品蝶之舞在整個
設計上出了很多問題，不斷的修改也讓自己產生極大壓力，甚至是在上場前一刻才做出讓自己滿意
的作品。
感謝國際美容大賽評審的青睞能獲得三個項目的金牌，更頒發評審團的大賞，真的非常的感動，
一個人可以站上同一個國際舞臺領獎四次，真的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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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教師組

李根在
推薦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作品名稱：Tea Party: Slow & Flow
Type Directors Club Annual Exhibition in Taiwan
Visual Identity of Young Guns 8 in Taiwan
得獎競賽：2013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
傳訊及設計 - 形象及品牌 亞洲最具影響力金獎
傳訊及設計 - 字體設計 亞洲最具影響力銀獎
2013 年臺灣國際平面設計競賽
C 類（企業識別：各種企業機構、單位等標誌及系列應用設計作品）
+ D 類（活動識別：各種商業性活動等標誌及系列應用作品）
企業識別設計評審特別獎 ( 澀谷克彥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獎
得獎心得：
高職美工科畢業到今年已經是 28 年，從高三選擇平面設計組到現在都在平面設計的領域，雖然
現在也開始跨領域的朝當代藝術領域發展，但這近 30 年的時間發現，設計是越做越有趣。
從 1987 年獲得台北市美展設計類第二名，獎金四萬是當時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後第一份薪水的
數倍，也因為獎金而有機會到補習班重考，也才有機會念現實踐大學的設計科系。
從事設計教育工作的起因是因為在念書時被老師啟發，人生有了轉折點，也因此相信教育是可
以改變人，而在老師的工作之餘的實驗和實務產學，是讓設計科系老師跟業界持續保持聯繫最好的
方法，相信老師的設計是教學連結實驗卻也是具備實務創作可能的。

競賽歷程：
比賽資歷將近 30 年，得過數百項國內外設計獎項，02 年辭掉當時專任明志科大教師工作，是
意識到比賽只是被臺灣島外人看到的方法之一，國際語言能力更是重要，作品從得獎被刊載於書裡，
到被國際設計媒體採訪，在海外國際設計會議演講等，這些都來自對在臺灣從事設計工作者想讓世
界看到的企圖。
回臺灣後引進紐約世界一流設計展，讓臺灣學生，年輕設計師看到世界頂尖設計作品，親自設
計展覽視覺在國際競賽獲獎，讓世界看到臺灣設計能力，現在舉辦漢字展，透過邀請徵件來自華人
地區作品，企圖把漢字優美的設計推廣到國際。
比賽只是檢視個人的方法之一。得獎並非最終目的，透過不同角度觀看自己，目的讓自己成長
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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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姜佳豪
推薦學校：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指導老師：廖威量
得獎發明：車用故障警示器之自動佈放系統
車門開啟安全確認裝置
車用故障警示器之自動佈放系統
隱藏於交通工具內的收納裝置
得獎競賽：第 65 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銀牌獎
第九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銀牌獎

得獎心得：
感謝教育部的各位評審，讓我這一次可以獲得「技職之光」的殊榮，也非常榮幸在這一年內有 3
件作品獲得國際大獎的肯定，今天我能夠得獎要感謝指導老師廖威量教授的啟蒙與這幾年來的諄諄
教誨，讓我學習到「不屈不撓、越挫越勇」的精神與養成發揮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如此寶貴的
體會與經驗，相信是我未來繼續努力重要的原動力。

競賽歷程：
在網路上或電視上常看到，在高速公路的故障車輛因為駕駛人一時的疏忽，沒放故障標誌或正
要放故障標誌，卻被其他路過車輛撞擊致傷亡，著實令人遺憾；用什麼方法可以用最安全的方法來
放置故障標誌，這就是我的得獎作品之一「車用故障警示器之自動佈放系統」的構想由來。因為我
是技職教育車輛科系的學生，所以我的得獎作品都與汽車有關，加上有另外學微電腦控制的軟硬體
技術，也有考取相關的證照，可以將我想到的控制構想以最簡便的方式落實在作品上；但最後要將
作品在比賽時完美呈現很不容易，感覺要學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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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許榜祐
推薦學校：高苑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吳進三
得獎發明：組合式綠化裝置之設計與應用
可調節式天然肥料之製作與設計
新穎高價值熱塑性生質複合材料在包裝領域之應用
邊坡生態綠量化穩定結構
綠化透水結構地坪
綠建築基地保水系統
綠色生態堤岸階梯支撐構造
功能性生質纖維複材在棧板與家俱之應用
生質材料在邊坡生態穩定結構之設計與應用
得獎競賽：第 17 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金牌獎、波蘭華沙特別獎、銀牌獎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金牌獎

第九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銀牌獎

金牌獎

第七屆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得獎心得：

第四屆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銀牌獎、IWIS 特別獎
金牌獎

銀牌獎

很榮幸在大學階段選擇高苑科技大學，在老師不厭其煩地指導下學習到許多研究與競賽技巧，
也讓我對化學工程產生了熱愛學習的心。在老師栽培下越來越了解自己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充實自
己的國際觀，更重要的是要讓國際知道臺灣的發明是有創新力及競爭力。感謝我的專題導師吳進三
教授，還有我的父母親，最後謝謝學校補助經費讓學生參加國外發明展。沒有學校的補助，我想出
國去參加國際競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發明展中也看到很多來自國外不同的作品，深深的體會與
了解自己知識的不足，也相信學習是無止盡的，面對國際中的競爭，必須保握住當下不斷的學習。

競賽歷程：
雖然在 2013 年參加了各種的比賽，但總是局限於臺灣地區，而國外發明展都是以海報方式參
展，而人與作品無法親自到場參加，因此有些遺憾。而在今年初接獲通知，獲得遴選代表學校參加
俄羅斯國際發明展，因此把握住機會，並且充實自己。而在 2014 年 4 月初代表學校出發到俄羅斯
去比賽並且拿下佳績。這次出國讓我學習到很多，包括團隊的精神，剛到機場大家都不認識到一起
幫忙佈展及撤展，也看到不同學校教授及學生作品的優點，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有很多不了解的地
方，也很感謝大家一同的幫忙，包括研發處的前輩、蘇洋教授與發明學會吳秘書長，從出發到下飛
機回臺灣，還是一樣照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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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陳柏州、蔡政琨
推薦學校：遠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陳智成
得獎發明：攜行式遠紅外線濾水器
以三水鋁石製作遠紅外線陶瓷濾水器
得獎競賽：第 65 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鉑金獎
第九屆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第 25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得獎心得：
首先最感謝系主任朱清俊老師，在專題製作時，因朱老師的關係把我引薦本校綠材中心，我才會認
識目前的指導教授陳智成老師，幾年下來，承蒙中心成員謝小姐及柏州學長等 ... 還有一位重要人物陳俊
良老師，在眾多人的幫助下，才能讓我出國比賽拿到最好的榮譽，今年對我而言，有很大的收穫，在每
次的比賽裡，都讓我的知識更上一層樓，尤其在今年底本校舉薦我參加全球列為三大發明展之一的德國
紐倫堡發明展，也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之創意商展，在國際間享有最高權威之聲譽。
最後，再次感謝教育部及學校的補助經費以及本中心的成員，讓我能有此一難得的機會，遠渡重洋
參與此國際級的發明展，接觸到世界頂尖創意發明作品，見識與學習到更寬廣的創意思維，讓我感到受
益良多，不虛此行！也感謝潘恆堯老師於旅途中的關心及指導，在此致上我最誠懇的謝意！

競賽歷程：
此次參加德國發明展，看到競賽場地之大，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展覽館有美食館及馬術館等等 ... 共
有 12 個館，在會場尋找攤位時，本校指定的口譯人員已在攤位等我們了，作品大致擺設後，跟口譯員
討論如何跟評審委員講解，經過討論後，口譯員對本作品相當了解，在空餘時間到處走走晃晃，看到這
麼多國家展出的作品，令我非常驚艷，有太多極有特色之作品，暗地裡想這次要獲獎相當有難度。
在競賽過程中，當向蒞臨的國際評審報告時，有些評審停留時間不長，未多詢問就換下一件作品，
著實讓我及潘老師虛驚一場，幸好與評審的對話中，有把作品特色強調出來，第 3 天傍晚頒發獎項時，
我與潘老師非常緊張，深怕沒得獎，獎項是先從青少年組、及個人組開始，最後才頒大專組，且由銅牌
先頒，最後才頒金牌獎，等了 3 個多鐘頭，真是難熬，所幸最後不負眾望榮獲佳績，才讓我們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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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魯裕元、藍中廷、陳思翰、蔡承儒
推薦學校：高雄市財團法人中山工商
指導老師：宋由禮、楊鎮澤
得獎發明：具多元智能啟發功能的教學輔具
得獎競賽：第 65 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得獎心得：
非常感謝教育部各位評審，讓我們有這個榮幸獲得「技職之光」的殊榮，回想那天帶著作品到紐倫
堡的會場，這是我第一次碰到這麼大的場面，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品，也非常佩服，頒獎典禮時，感
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當大螢幕寫著金牌得主是我們時，既高興又感動，雖然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但
我相信〝雖然付出不一定會有收穫，但不付出決不會有收穫〞如今回頭看這些付出都非常值得且珍貴，
非常感謝學校給與我們完善的設備，還有老師和父母的鼓勵，讓我們每逢困難都能迎刃而解，還有評審
給我們的肯定，我們會繼續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

競賽歷程：
我們希望在孩子學習時，試著用比較不同的方式學習，對孩子來說比較有趣，因此我們設計了「兒
童遊戲墊」來提升算術方面的趣味。
遊戲墊是以無線的方式與電腦、手機及 PAD 連接，老師或父母可以在 PAD 設定答案與秒數，這時
年齡較小的孩子可依墊子上的圖案數量踩出答案，年齡較大的孩子必須在有限時間內找出墊子上任何加
起來與答案相同的數字，倒數完後系統會判斷，答對會誇獎他，答錯的話也會鼓勵他再試一次，所以這
是一個以正面鼓勵的方式去引導孩子學習的教學輔具，這也可以同時 2~3 個孩子一起玩，也可以讓肢體
運動，並提高互動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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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專利達人

陳念慈
推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魏兆煌
取得證照：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發明第 I429818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24065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31315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32857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46206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58507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60344 號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470476 號

電子鎖裝置
連結式桌椅
具照明功能之量尺
串接式時鐘
自動閉鎖之物品收容裝置
燈具
電子收費扣款確認裝置
燈具及發光裝置

得獎心得：
學生高工畢業後就讀於南臺科技大學電機系，獲頒一百萬助學金，並有幸能立即進入魏兆煌老
師的實驗室，學習嵌入式系統各種有關的軟硬體設計、實作與測試，在老師的指導下兩次獲准國科
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也在老師的啟發與鼓勵下積極參與國內外多項專業競賽，2012 年獲得「教
育部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及國際發明展」的經費補助，參加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在校期間
的專業與創意訓練也幫助學生獲得了 8 項專利。學生非常感謝老師的指導，能於本年度榮獲「中國
工程師學會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及「教育部技職之光」的榮譽，學生從參與各種校內外的活動中
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更能充實自己於未來的研究生涯。

競賽歷程：
1. 手勢密碼鎖：本創作係先取得使用者手指的影像，然後轉換成數字密碼，經過比對後產生確認信
號以驅動電磁鎖。本作品榮獲 2012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銅牌及入圍 2013 年第十三屆旺宏金矽
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決賽。
2. 自動安全抽屜：本創作係一種能辨識授權使用者之自動抽屜物，當使用者因疏忽或被迫離開時，
抽屜會自動回收並上鎖，以避免抽屜內貴重物品或金錢被偷或被搶之危險。本作品榮獲 2013 年第
33 屆塞爾維亞國際發明展銀牌及 2013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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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高職組）

陳宣翰
推薦學校：國立嘉義高工
取得證照：機械加工乙級技術士證；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
級技術士證；車床丙級技術士證；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丙級技術士證；銑床丙級技術士證；模具丙級技術士證等
7 張證照

得獎心得：
接獲母校嘉義高工實習處通知，得知獲選 2014 年第十屆技職之光 - 技職傑出獎，心中滿是歡喜，
無以言表，感謝教育部技職司給我的肯定。自從 2011 年 6 月決定步入自己選擇的高職生涯起，就
立志要把機械相關技能好好學習，培養一身技能，好為將來職業生涯打好底子做好準備。因此規劃
三年努力爭取多張檢定證照的目標，加上父母親的支持及陪伴，犧牲週末假期，寒暑假假期，也不
曾有怠惰或停息的想法，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順利達成三年取得 7 張證照的目標。證照是有形的
証明，而無形的技術能力在身上的成就感，才是我最感到欣慰的。本人現在就讀於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機械工程系，得到這獎項，感到十分榮幸，感謝母校嘉義高工實習處周主任的推薦，我將更致力
於技術的提升，讓所有關心及協助我的師長們，看見我的成長。

競賽歷程：
機械相關職類的項目很多，而每一個檢定的準備與培訓，都需費一番努力才能達成，因此訓練
的安排與規劃，顯得十分重要 :( 升高一的暑假開始，即密集訓練機械操作技術與圖學基礎概念 )
2011 年 11 月 － 取得車床丙級技術士證
2012 年 03 月 － 取得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技術士證
2012 年 07 月 － 取得銑床丙級技術士證
2012 年 07 月 － 取得機械加工丙級技術士證
2013 年 03 月 － 取得模具丙級技術士證
2014 年 02 月 － 取得機械加工乙級技術士證
2014 年 04 月 － 取得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技術士證
於考照考出興趣來了，高二時加入 CNC 車床選手訓練，不斷挑戰自己的能力，同時得到老天爺
的眷顧，參加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也得到好成績 :
2013 年 05 月 － 榮獲第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 CNC 車床職類南區銅牌
2013 年 09 月 － 榮獲第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 CNC 車床職類優勝第五名

29

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高職組）

孫碧蓮
推薦學校：高雄市私立復華中學
指導老師：郭癸蘭
取得證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電腦軟體設計丙
級技術士證；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技術士證；網頁設計丙級
技術士證；網路架設丙級技術士證；會計事務 - 資訊丙級技
術士證；印前製程 - 圖文組版 PC 丙級技術士證；IC3 計算
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認證；Microsoft Office 2007 大師級認
證；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 Networking
Fundamentals、Security Fundamentals、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undamentals 等 54 張證照
得獎心得：
從一年級跟隨課程排定的證照考試，到三年級主任幫我量身規劃的證照考試，每一張及每次的
課程都是辛苦的結晶。當別人在嬉鬧玩耍時，我躲在電腦教室裡練習，面對如此多得課程與知識要
吸收，是需要多大的時間與精神，我告訴自己必須堅持是為了自己，三年後，慶幸我完成了目標，
感謝所有指導我的老師以及陪伴我的同學們，沒有你們幫忙就不會有這樣的我，而證照不單單只是
證照，擁有一技之長及理解每張證照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我會帶著這份榮耀繼續前往下一個地方
學習，我的求學生涯在高職－復華中學發光發熱。

競賽歷程：
我一直以為我是沒有學習目標的人，直到進入復華中學時，接觸到「電腦」才萌生了我想學習
的慾望。第一張 ( 丙級 ) 證照－硬體裝修令我印象深刻，練習再練習，學科難理解每天都得留校到很
晚，那種煎熬的心情直到考取證照當下心情才大解放。原來，只要我努力付出也可以考到證照。有
了這樣的成功經驗，面對接下來接二連三的證照考試，我也漸能得心應手完成我的目標。在練習的
過程中也曾想過要放棄，但看著父母的期望及老師的苦心，就心念一轉，決心要拿出最好的成績回
饋他們以及自己。每場考試就像戰場，也是人生的不同經驗，「堅持久了，就會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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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高職組）

王歆雅
推薦學校：國立豐原高商
指導老師：余淑玲
取得證照：TOEIC 多益測驗 910 分；全民英檢中高級；中
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英語能力測驗第一級；電腦軟體應
用丙級技術士證等 7 張證照

得獎心得：
在我選擇高職的同時也同樣確定我會繼續朝專業英文的方向前進．高中三年來也盡所能地拿証
照．高一的時候我獲悉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時，已成為選手為目標努力著．在得到這樣的獎項後，
給我增添了我對這塊領域的信心．但也不會這樣而自得其滿，見識到了許多厲害的選手，有自己可
以更加精進的地方．雖然許多人都對英文系抱持著不看好的想法，但結合簡報與表達能力，我認為
英文系的未來不像大家說的那麼暗淡．當然，前提是要繼續不斷地充實自己，大學四年後可以結合
商業的專業知識，進而做出專業的英文商業簡報．

競賽歷程：
在高二的時候，經過長時間的培訓，有機會成為正式選手．這一路上我接觸了不熟悉的區塊，
像是製作簡報，但也因此覺得很充實．在得到全國商科技藝競賽職場英文第一名後更帶給我成就感．
從那時開始，更開啟了我對如何製作出一個好得簡報的興趣．而在面對群眾，也可以很自然順利地
表達我的看法，不再像以往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講話．這項競賽，對我造成了很大的改變，也很謝謝
豐原高商指導我的老師．在大學四年，我希望可以拿取更多的英文證書，而且達到理想成績，也希
望有機會的話，拿取一些電腦的相關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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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高職組）

陳俐婷
推薦學校：臺南市私立亞洲餐旅職業學校
取得證照：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麵包乙級技術士證；
中式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漿皮類乙級技術士證；中
餐烹調 - 葷食丙級技術士證；餐旅服務丙級技術士證；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證；烘焙食品 - 麵包丙級技術士
證；全民英檢初級合格等 9 張

得獎心得：
商業類科技藝競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這麼重大的比賽。接觸烘焙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壓力
特別大；練習時總是遇到很多需要自我突破的瓶頸，雖然曾一度想放棄，但我告訴自己不要氣餒，這
是我自己選擇的路，都堅持到這裡了，為什麼不要堅持到最後呢？雖然在比賽上，我的表現並不是非
常出色，但也學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感謝一路上都支持著我的指導老師和父母親，若沒有大家
的支持與鼓勵，我也不會走到這裡，也深深感謝亞洲餐旅學校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並一路給予支援。

競賽歷程：
比賽那段期間真的非常難熬，沒有夥伴只有自己，沒有對象可以切磋比較，只能跟自己或老師討
論。比完競賽就緊接著練習乙級證照，雖然心裡擔心會來不及，因為當時大概剩不到二個月的練習時
間，但我非常慶幸自己有一群一起練習的夥伴，大家一起討論有問題的地方，一點一點的去修正，找
出最快在時間內完成成品的方法，讓我不再覺得那麼無助。經由比賽考照讓我發現，頭腦保持清晰與
時間的拿捏真得很重要，預先想過自己要做什麼，才不會匆忙又慌亂，反把事情搞砸了！能拿到兩張
乙級我自己非常意外也很高興，但我知道這只是剛開始，我不懂的地方還很多，絕不會因為有了兩張
乙級就驕傲忘我，我會用這股熱忱在餐旅業繼續學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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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技專校院組）

李亞修
推薦學校：吳鳳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朱榮祿、王顯華、張文成、許瑞龍
取得證照：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級技術士證；用電
設備檢驗乙級技術士證；電器修護乙級技術士證；電腦硬體
裝修乙級技術士證；工業配線乙級技術士證；自來水管配管
丙級技術士證；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證；自來水事業技術人
員施工 ( 類 ) 丙 ( 級 ) 考驗丙級合格；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自
動化工程師初級；AutoCAD 2013 國際認證；IC3 計算機綜
合能力全球國際認證等 20 張證照
得獎心得：
在服役中得知這個消息，心情其實沒有特別開心或不開心；因為從來沒想過，要靠取得證照去
換取任何獎勵或功名，就學期間，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不要的是什麼，也很明白為自己的未
來努力是應該的，但在這些過程中，很多老師、朋友及家人等，給予我莫大的支持及幫助，他們從
來沒有跟我要求任何回報，也從不辭辛勞的教導我鼓勵我。
我在此深深的感謝這些老師、朋友、家人及不熟識的貴人，感謝他們的付出，他們總是在背後
默默幫助我，但卻很少人察覺到他們的存在，這存在是辛苦的，也是溫馨的，就像冬天的暖陽，輕
輕落在花朵上，很溫暖，很強烈。

競賽歷程：
記得我第一次考取乙級技術士的時候，是在我高三那年，那時我很想考取這張證照，因為對自
己很有信心及不服輸的個性；當時要考取證照必需要受訓，但受訓需要繳交輔導費，由於額外的開
銷對家裡負擔很重，所以爸爸極力反對；也可能是傲氣的關係，自己借錢去上受訓的課程，最後考
試有通過，但在過程中很辛酸，星期ㄧ到星期五早上必須上課，晚上要繼續留在學校練習，星期五
放學就得趕緊搭火車到臺南上課，直到星期日晚上再搭火車回家休息，緊接著隔天上課，日復一日，
這樣的生活持續快ㄧ年才結束，受訓的這些日子壓力很大，卻也開啟了我的技職之路，上大學後，
在老師的教導及鼓勵，讓我學習到更多實務技能，希望未來能夠在這個領域為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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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璟豪
推薦學校：中國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吳東昇
取得證照：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級技術士證；測量 - 工程測
量乙級技術士證；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級技術士證；
泥水 - 面材舖貼丙級技術士證；混凝土丙級技術士證；電腦
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證；自來水管配管 - 自來水管丙級技術
士證；泥水 - 砌磚丙級技術士證；建築製圖丙級技術士證；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Revit Architecture 2013 國際認證；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等 20 張證照
得獎心得：
今年非常榮幸能經由系上的推薦，為自己爭取到「第十屆技職之光」的榮耀。本次能獲獎除了
要感謝家人的大力支持與栽培之外，也要感謝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的師長，一直以來為了要讓學生
增進專業能力，不管上下班都會熱心的傾囊相授，同時也時時費心的提供學生許多資源。
除此之外，也要感謝過去羅東高工的師長們，在高中時期的指導，扎穩了我的信心與基礎。同
時感謝台南職業訓練中心、彰化地政事務所、林順男建築師及台灣世曦顧問公司，一路上幫助我教
導我的貴人。
「Remember, if you never act, you will never know for sure.」
我相信只要懷抱著理想，用熱情努力實踐，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只有要與不要 ! 而今後我也將繼
續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在我的人生路上堅定的向前行！

競賽歷程：
多元的學習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而考取證照也成為我學習歷程中的一部分，每一次考試都是對
自己的考驗，領到證照更是對自己的肯定。
高中就讀期間，我便積極的培養建築專業基礎能力，時常利用課餘時間學習，而後經過台南職
業訓練中心，以及在中國科技大學精進自己的專業，目前取得 3 張乙級、11 張丙級、5 張專業證書、
1 張國際證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等。
也因為有這些專業證書，讓我有機會到彰化地政事務所、林順男建築師事務所、台灣世曦股份
有限公司等工作現場歷練自己，每一張證照都為人生豐富了許多寶貴經歷。
在未來我會更堅定地去完成夢想，做任何事情中可能會失敗，但我堅信只要抱持著「信念」，
儘管前往目標的路再遠再曲折，終究有到達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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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筱芸
推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程永賢
取得證照：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麵包乙級技術士證；中餐烹
調 - 葷食乙級技術士證；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術士證；中式
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漿皮類乙級技術士證；中式麵食加工 水調 ( 和 ) 麵類乙級技術士證；中式米食加工 - 熟粉、一般
膨發類丙級技術士證；肉製品加工 - 乳化類丙級技術士證；
烘焙食品 - 麵包丙級技術士證；餐旅服務丙級技術士證；調
酒丙級技術士證等 13 張證照
得獎心得：
本次榮獲「第十屆技職之光 - 技職傑出獎」目前就讀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的程
筱芸，其求學生涯一路就讀技職體系，目前在於雲林縣私立大成商工就職，將自己所學技術，毫無
藏私的傳授給學生，讓學生能夠有更豐富專業知識以及專業技術。
在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迷思之下，家長總是認為讀書才有出路，反對孩子學技術及
當黑手，甚至認為只有學業成績不好的人，才會選擇讀高職，這樣的觀念，現在要大大改變，因為，
只要有一技之長，就能在世界舞臺發光！

競賽歷程：
程筱芸從小因為家庭環境父母皆為餐飲老師，從小對餐飲烹調有興趣，高中時她與家人討論之
後，覺得選擇高職可學習一技之長，也在家人支持下，走上技職之路，而就讀期間正巧是餐飲業相
當興盛之時，他便朝此方向前進考取 13 張以上乙丙級證照，並考取國際咖啡師證照、國際專業侍酒
師裁判及全國技能競賽麵包製作 - 裁判…等等。
程筱芸也建議正在猶豫要選擇技職或高中的學生，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個性，以自己為例，喜歡在
多元環境下求學，總希望在理論之外能進行實作，所以技職對她而言相當適合。
程筱芸也鼓勵學生就讀技職學校，千萬不要因此對自己沒有自信，只要選擇對的領域去開發，發展
空間會比只念理論的人更寬廣，實際技術對產業與社會貢獻度，所以千萬不要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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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莉卿

得獎心得：

推薦學校：致理技術學院
指導老師：蕭晴惠
取得證照： 記帳士；ERP 軟體應用師 - 財務模組；ERP 軟體
應用師 - 配銷模組；財稅專業能力 -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
特優等、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特優等、財產稅申報實務特優
等；理財規劃人員；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 一般金融 )；中
小企業財務人員；期貨商業務員；人身保險業務員；人身保險
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財產保險業務員；信託業業務人員；
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企業內部控制；調查與研
究方法分析師；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
道德測驗；TQC 企業人才技能 - 電腦會計專業級；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TOEIC 多益測驗 405 分等 26 張證照

能榮獲「第十屆技職之光」，真的是件非常意外的驚喜！我在致理四年的努力，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心裡感到無比的感動。更感謝父母親的支持與鼓勵，以及致理財金系老師們辛苦的指導，讓我有機會獲
得此份榮譽。
我是個剛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體驗到「證照」在職場上已經是不可獲缺的一部分，證照奠定工
作上的基礎，讓自己快速的融入工作中，再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在職場上盡情發揮，繼續往更專業的技
能邁進；但是單一專業並不稀奇，全方位學習更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不論未來的人生如何，只要有心
向上，且全力以赴，離成功的目標就在不遠的未來。再次感謝致理技術學院師長的培育之恩。

競賽歷程：
成為全方位的財會人員是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期許，有了此目標，讓我在致理這四年有動力向前衝刺。
人人都說大學四年是玩樂的時光，相對的，考證照是必須犧牲玩樂專心在念書上，而且要同時兼顧學業
與證照，常伴隨著壓力，身心也疲倦；但在準備證照的過程中，確實能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畢業後再
回頭看大學這四年，發現每一天都過得非常踏實。愛迪生曾說：「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再加上百分
之九十九的努力」，唯有不斷的充實自己，不斷的學習，我相信「成功」是給堅持到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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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君
推薦學校：崑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賴正文
取得證照：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CP) - Java
SE 5 Programmer、Java EE 5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Oracle Database SQL Certified Expert、Oracle Database
10g Administrator Certified Associate；CEO 國 際 認 證 中
心 - MWA- 多媒體網站分析師、MWP- 多媒體網站規劃師；
TQC+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ERP
軟體應用師 - 財務模組；ERP 軟體應用師 - 生管製造模組；
顧客關係管理師證照 ( 顧客服務 ) 等 10 張證照

得獎心得：
很榮幸也很開心能夠參加「第十屆技職之光」的選拔，亦能代表學校獲得獎項，感謝許多老師
熱誠的教學與耐心指導，父母辛苦提供我良好的學習環境，使我能專心學習知識與專業技術，充實
自我的能力，除了能向父母及老師證明自己之外，在學習過程體驗到的經驗更加可貴，為了適應現
今生活時代的改變，運用所學習的知識及技術機會非常多，如：門市服務、管理操作及撰寫技術等。
往後我會繼續鑽研更精進的商業創新管理知識，並且考取國際上與商業相關的證照，得以面對
這瞬息萬變的商業創新時代，並以此來豐富我的人生，增加競爭優勢。

競賽歷程：
在就讀期間依照興趣學程，並在學習相關課業考取證照，其他學程方面有興趣的課程也能選修
並考取證照，有些老師會在課堂上紀錄教學過程，提供檔案讓學生可以複習上課內容，這個方法對
我是很有幫助，在考取證照前，有疑問都可以詢問老師，在非上課時間，老師也很有耐心的教導我
該如何解題。
同學方面，大家會互相幫忙及交流，有課業上的問題大家都會一起督促、提醒及討論，在考照
前大家會一同閱讀相關資料並提出問題，培養自己的閱讀及解題能力，倘若還是不懂，會尋求老師
們的協助，幫助我們順利考取證照，也能參加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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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現及其他傑出事蹟

陳泓錡
推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朱志良
傑出事蹟：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系博士生陳泓錡，主要研究所領
域為精密機械加工、自動化技術、模具工程、奈米量測技術等，
他的主要研發成果《三次元接觸式掃描探頭》，陸續獲得第 20
屆全國自動化科技研討會最佳論文獎、102 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
務專題競賽第一名、第 41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以及 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最高榮譽「鉑金獎」的肯定；另
一件作品《高精度微型 CNC 綜合加工機與三維量測系統之研
製》也獲得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實作獎暨冠軍、2012
產業先進設備專題實作競賽第二名以及第九屆上銀科技機械碩
士論文獎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他的研發技術成果已成功授
權移轉至業界公司，達成產學合作的最大效益。
得獎心得：
首先，承蒙教育部技職之光委員們的肯定及南臺科技大學的推薦，很開心能夠得到這份殊榮，
感謝求學過程支援與鼓勵我的家人與同學，以及系、所師長們的鼓勵，還有特別致謝指導教授朱志
良教授於作品開發期間，不辭辛勞的耐心指導與栽培，並培養我的創新觀念，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支
持，恐怕就沒有今天的我，我要將這份榮耀分享給他們。於作品研發的過程中，一路走來雖然艱辛，
並遇到許多的瓶頸，唯有不斷的努力及吸收經驗彌補不足之處，才能完成作品的研發。

競賽歷程：
碩博士求學期間於南臺科技大學朱志良教授的指導下所研發完成之綜合加工機與三維量測系統
獲得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實作獎暨冠軍及第九屆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工具機與零組件
特別獎，其中機台之量測探頭也陸續獲得第 20 屆全國自動化科技研討會最佳論文獎、102 年度全國
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第一名、第 41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201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最高榮譽「鉑金獎」以及第 66 屆紐倫堡瓦國際發明展金牌的肯定，也成功將研發技術成果技轉給
業界，深獲業界肯定，達成產學合作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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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現及其他傑出事蹟

張東琳
推薦學校：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徐烱勛
傑出事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學生張東琳，雖然高中時係就
讀一般高中，但他在高一時參加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的全國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即對「自造實作」產生非常大的興趣，因此他升學時捨棄一般大
學，選擇虎尾科大。升上四技後，開始接觸動力機械、製造科技及太陽能光
電科技、自動化控制等專業技術，大一時他就展現旺盛的實作能力，贏得第
三屆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銀牌獎；大二時他有感於北港溪污
染 嚴 重， 花 了 5 千 多 塊， 利 用 半 年 的 時 間 研 發 出 太 陽 能 水 質 監 測 器「 蛋 蛋
君」，再度奪下第四屆茂迪盃銀牌，並獲得最佳設計歷程獎。大三時他開始
研究無人飛行器，除了加入學校團隊，並一舉獲得 2014 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自動導航組第二
名以及第八屆全國大專學生創新設計實作競賽第一名。實作經驗和成果豐富的他，還在台灣 Maker 社
群第一屆自造者年會以及多旋翼飛行器原理與體驗工作坊擔任講師，將所學成果分享給更多學員。
其中他的代表作「蛋蛋君」是一款浮動式小型水質監測器，係以 Arduino 控制晶片，結合 GPS 定
位模組、GSM 通訊模組和化學感測器，能夠檢測水溫及酸鹼值等資訊，並且還結合 Google Earth 介面
製作成遠端監控系統，能自動蒐集來自水質監測器發送的訊號。這項研發不但生產容易、成本低、耗電
量少，而且運用太陽能供電，除了得到環保署讚賞，並且在許多媒體報導，張同學的實作能力和成果，
實為技職教育的最佳典範。
得獎心得：
感謝在我學習之路的每件事物，讓我成為有能力透過雙手賦予物質生命力的一位〝自造者〞。
從一般高中至技職體系的科大就讀，這樣的技職教育讓我體會到 : 學習不應只是熟悉教科書上的知識
而已，還要能運用想像力將其連結進而創造出各種事物。一項開源河川水質監測計畫也讓我相信，
其實我們也有能力對周遭環境有所貢獻的。當我們能夠在一定水平的學識上運用實務所長，令想像
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學習與樂趣相輔相成，這樣的過程其實是何等的快樂呢 ?
能獲得這份獎項除了是份難得的榮耀外更是一項使命，一個去感染更多人願意跨領域學習，提
升動手實做氛圍的使命。

競賽歷程：
進入大學後我便積極的參與各種競賽，過程中必須廣泛的涉獵各領域的專業知識，但也因為能
夠將理想落實使我甘之如飴，機械需要電子控制才有生命，硬體要有程式才能注入靈魂，要完成一
件作品或發明所需的決不僅是單方面的知識而已。
大二時期的代表作〝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更是一項深具使命感的作品，雖然還是學生但我們
終能有機會以自身所學對環境社會有所貢獻，縱使過程中很多困難，但只要抱著對未知領域的學習
熱忱，開始付諸行動也就慢慢的不再恐懼能夠筆直的朝著目標大步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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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之光 LOGO 設計理念：
技職教育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優質人力，為社會進步
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也不斷的在思考探索，並且勇於試驗及創新，
技職之光不僅代表著個人成就，也象徵著技職之進步。
因此，在形象設計上，以手之型態延伸出光輝，以象徵技職之
成就，向上延伸之形體，也代表著創新及不斷探索之精神，整體視覺
設計已穩重大方之圖像表達出國際化及技職卓越向上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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