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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年度 學期 活動名稱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活動開始日

期

活動結束日

期
學生所屬系科 指導老師 參加學生

1 99 上 99 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PMC) 實現夢想組 未獲獎 2010/10/21 2010/10/21 電機工程系 劉昭忠 許竣傑 張宇丞 程冠儒 呂佑安

2 99 上 99年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機器人與自動機具類

大專組
未獲獎 2010/10/15 2010/10/15 電機工程系 劉昭忠 許竣傑 張宇丞 程冠儒 呂佑安

3 99 上
TDK盃第14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 競賽獎佳作 2010/10/15 2010/10/17 電機工程系 郭振輝 蘇聖閔 陳政賢 呂韋廷

4 99 上
TDK盃第14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 未獲獎 2010/10/15 2010/10/17 電機工程系 賴岦俊

鍾欣男 張健南 楊清鈞

李逸韋

5 99 上
TDK盃第14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 未獲獎 2010/10/15 2010/10/17 電機工程系 呂俊鋒 張耕銓 周信淵 蔡文欽

6 99 上 2010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創意競賽 循跡競速自走車 佳作 2010/12/4 2010/12/4 電機工程系 賴岦俊 鍾欣男 朱新楷

7 99 上 2010迷你機器人世界盃競賽
大專組機器人競速障

礙賽
優勝 2010/12/18 2010/12/18 電機工程系 賴岦俊 鍾欣男 朱新楷 陳政賢

1 99 下 2011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程式設計競賽 循跡競速自走車競賽 第二名 2011/3/26 2011/3/26 電機工程系 賴岦俊 鍾欣男 朱新楷

2 99 下 2011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程式設計競賽 循跡競速自走車競賽 第一名 2011/3/26 2011/3/26 電機工程系 郭振輝 陳政賢 呂韋廷

3 99 下
中區技專校院校際聯盟2010年研發成果

網路聯合發表會作品競賽
工程類 佳作 2010/12/20 2011/12/15 電機工程系 劉昭忠 許竣傑 張宇丞 程冠儒 呂佑安

1 100 上
第七屆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

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人工智慧競速自走車

競賽
第六名 2011/9/25 2011/9/2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余哲瑋 陳豐仁

2 100 上
第七屆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

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人工智慧線迷宮鼠競

賽
第五名 2011/9/25 2011/9/2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謝育展 張紘睿

3 100 上 2011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人工智慧自走車競速

組
佳作 2011/10/22 2011/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余哲瑋 楊宗熹 陳豐仁

4 100 上 2011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人工智慧自走車競速

組
佳作 2011/10/22 2011/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張紘睿

5 100 上
TDK盃第15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競賽獎 佳作 2011/10/21 2011/10/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謝育展 邱龍威 黃建堂

曹偉芳

6 100 上
TDK盃第15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創意獎 佳作 2011/10/21 2011/10/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謝育展 邱龍威 黃建堂

曹偉芳

7 100 上
TDK盃第15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最佳工作團隊

紀律獎

最佳工作團隊

紀律獎
2011/10/21 2011/10/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謝育展 邱龍威 黃建堂

曹偉芳

8 100 上
TDK盃第15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 未獲獎 2011/10/21 2011/10/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莊翔皓 李明耀 葉文皓

9 100 上 100學年度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車競速 第二名 2011/12/3 2011/1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謝育展、張紘睿

10 100 上 100學年度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車競速 佳作 2011/12/3 2011/12/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余哲瑋、吳仲倫、張益菘、楊宗熹

1 100 下 2012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23機器人競速競賽-

競速自走車(大專高中

職組)

第三名 2012/4/28 2012/4/29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賴岦俊
余哲瑋、楊宗熹

2 100 下 2012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23機器人競速競賽-

競速自走車(大專高中

職組)

優勝 2012/4/28 2012/4/29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賴岦俊
陳豐仁、張益菘、黃發營

3 100 下 2012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A23機器人競速競賽-

競速自走車(大專高中

職組)

優勝 2012/4/28 2012/4/29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郭振輝
謝育展、許文耀、陳志鵬

4 100 下 2012年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自走車競速創意組 佳作 2012/5/12 2012/5/1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賴岦俊
余哲瑋、楊宗熹、張益菘、吳仲倫

5 100 下 2012年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自走車競速創意組 佳作 2012/5/12 2012/5/1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郭振輝
謝育展、許文耀、陳志鵬、蕭椿穎

6 100 下
2012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

賽

自走車避障競速賽技

專大學組
金牌 2012/5/12 2012/5/1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岦俊

郭振輝
謝育展、張紘睿

7 100 下
2012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

賽

自走車避障競速賽技

專大學組
佳作 2012/5/12 2012/5/13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賴岦俊
余哲瑋、張益菘、楊宗熹、陳豐仁

8 100 下 2012年義大利國際發明展
Power & Electrical

Machinery Equipment
金牌獎 2012/6/3 2012/6/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康有評 朱懷智

9 100 下 2012感性資訊創意競賽 實作作品組 金牌獎 2012/7/11 2012/7/11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康有評 蕭馥嚴、曾威銘、陳易緯、施宣宇

1 101 上
TDK盃第16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競賽獎 第二名 2012/10/20 2012/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永進 謝育展 、林柏甫、曾聖哲、張硯雄

2 101 上
TDK盃第16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創意獎 佳作 2012/10/20 2012/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永進 謝育展 、林柏甫、曾聖哲、張硯雄

3 101 上
TDK盃第16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 未獲獎 2012/10/20 2012/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曹偉芳、莊翔皓、賴信宇

4 101 上
TDK盃第16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 未獲獎 2012/10/20 2012/10/22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吳堅本 李沅達、李建慶、莊博堯

5 101 上 101年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車競速C組 佳作 2012/12/16 2012/12/1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施兼凱、黃宥升、陳世奇、李佳享

6 101 上 101年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車競速C組 未獲獎 2012/12/16 2012/12/1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林冠霖、陳丞甫

7 101 上 101年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車競速C組 未獲獎 2012/12/16 2012/12/1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王櫳慶、董旭逸、黃俊蒝

1 101 下 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B2.自走機器人競速競

賽(大專組)
佳作 2013/4/28 2013/4/28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董旭逸、黃俊蒝

2 101 下 2013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C組C12-輪式機器人循

跡項目
佳作 2013/5/25 2013/5/2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陳智民、周弘浩

3 101 下 2013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大專校院項目團體成

績
佳作 2013/5/25 2013/5/2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陳智民、周弘浩

1 102 上
2013年第九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

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人工智慧競速自走車

國內大專組
第三名 2013/9/15 2013/9/1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莊翔皓 、張凱鈞

2 102 上
2013年第九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

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國際邀請賽人工智慧

競速自走車比賽
第四名 2013/9/15 2013/9/1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莊翔皓 、張凱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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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電機與能源科技系99-102學年度上學期學生參與競賽資料表

3 102 上
2013年第九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

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國內賽大專組人工智

慧線迷宮鼠比賽
第五名 2013/9/15 2013/9/15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謝育展、劉松毅

4 102 上 2013全國自走車競速大賽 A2組 第六名 2013/10/26 2013/10/2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莊翔皓 、張凱鈞

5 102 上 2013全國自走車競速大賽 A1組 佳作 2013/10/26 2013/10/2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莊翔皓 、張凱鈞

6 102 上 2013全國自走車競速大賽 A1組 佳作 2013/10/26 2013/10/26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謝育展、劉松毅

7 102 上
TDK盃第17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競賽獎 第一名 2013/10/12 2013/10/14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永進 謝育展、劉松毅、邱柏閔、楊松錡

8 102 上
TDK盃第17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競賽獎 佳作 2013/10/12 2013/10/14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郭振輝 呂韶軒、張凱鈞、黃識安

9 102 上
TDK盃第17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遙控組競賽獎 佳作 2013/10/12 2013/10/14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吳堅本 李家竣、吳維哲、楊景辰

10 102 上
TDK盃第17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
自動組創意獎 佳作 2013/10/12 2013/10/14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賴永進 謝育展、劉松毅、邱柏閔、楊松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