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109.08~110.07)產學營運處 

校慶頒奬名單 

 技術移轉類，共 7 人 

獎項名稱 獲獎名單 備註 

技術移轉特別卓越獎 

Top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無 108 學年度：無 

技術移轉卓越獎 

Outstanding Award of Technology 

Transfer 

(技轉金額 100 萬元以上) 

鄭添祿 108 學年度：1 位298 萬 

技術移轉績優獎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技轉金額 30 萬以上~100 萬) 

陳彥旭 羅怡卿 
108 學年度：1 位60 萬 

2 位40 萬以上 

技術移轉優良獎 

Award of Technology Transfer 

(技轉金額 10 萬以上~30 萬) 
鐘育志 蔡文宗 李健銘 林勝文 

108 學年度：1 位20 萬以上 

5 位10 萬以上 

  



 專利獲證教師，共 32 人 

獎項名稱 獲獎名單 備註 

專利獲證特別卓越獎 

Top Patent Approval  Award 

(專利件數 10 以上) 
無 108 學年度：無 

專利獲證卓越獎 

Outstanding Award of Patent 

Approval 

(專利件數 5 以上) 

何美泠(7) 張瑞根(6) 陳崇桓(6) 王志光(5) 

鄭添祿(5) 

108 學年度：1 位9 件 

1 位8 件 

4 位5 件 

專利獲證績優獎 

Excellence in Patent Approval 

Award 
(專利件數 4 或 3) 

傅尹志(4) 108 學年度：3 位各 4 件 

4 位各 3 件 

專利獲證優良獎 

Award of Patent Approval 

王彥雄(2) 呂濟宇(2) 李天慶(2) 林俊祐(2) 

莊智弘(2) 許雅娟(2) 陳彥旭(2) 王姿乃(1) 

王昭仁(1) 王森稔(1) 石啟仁(1) 李書欣(1) 

林文瑋(1) 侯明鋒(1) 張芳榮(1) 許世賢(1) 

郭藍遠(1) 陳義龍(1) 曾志華(1) 曾誠齊(1) 

馮嘉嫻(1) 蔡英美(1) 龍震宇(1) 顏嘉宏(1) 

羅怡卿(1) 龔榮章(1) 

108 學年度：11 位各 2 件 

21 位各 1 件 



 產學合作類，共 28 人 

獎項名稱 獲獎名單 備註 

產學合作特別卓越獎 

Top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ward(產學合作金額 500 萬以上) 

許美智 108 學年度：1 位 

產學合作卓越獎 

Outstanding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ward 
(產學合作金額 200 萬以上) 

王惠君 洪純正 林松彥 顏峰霖 高佳麟 

108 學年度： 

     700 萬以上2 位 

     300 萬以上2 位 

     200 萬以上1 位 

產學合作績優獎 

Excellenct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ward 
 (產學合作金額 100 萬以上~200 萬) 

陳芳銘 陳正生 郭藍遠 柯宏慧 林宏糧 

許雅玲 楊淵韓 邱慧芳 王照元 黃旼儀 

吳明蒼 吳國揚 
108 學年度：13 位 

產學合作優良獎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ward 
 (產學合作金額 50 萬以上~100 萬) 

王志光 洪志興 吳登強 楊育昇 高浩雲 

陳永佳 王聖帆 李天慶 方逸萍 鄭添祿 108 學年度：10 位 

 

  



 全國性創新創業獲獎團隊(Award of Nation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共 18 組 

發 明 人 備  註 

鄭添祿 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指導人員: 王志光 

參與人員: 李之昀、賴衍翰、李宜蓁、鄭宇荃、林哲緯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傑出獎 

指導人員: 曾嵩斌、盧柏樑、莊智弘 

參與人員: 楊宗穎、高俐婷、吳佳霖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傑出獎 

鄭添祿、莊智弘、柯秀芬、呂韻綺 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 

傅尹志、李天慶、王彥雄、許雅娟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龍震宇、林冠伶、吳宜霖、蘇鈴惠、劉奕吟、盧紫曦、陳容仟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陳嘉炘、陳怡媜、柯立偉、盧奕辰、張洛凡、胡惠文、楊仲豪、

黃宥嘉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洪志興、胡楚松、楊鎮誠、柯正浩、洪啟琮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傅尹志、李天慶、王彥雄、王朝盛、蘇宇喬、陳威圻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獎 

王志光、李之昀、李宜蓁、鄭宇荃、劉哲維、林哲緯、賴衍翰、

蘇裕峯、陳崇桓、林松彥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獎 

吳宜珍、吳登強、王耀廣、王祥辰、曹育銘、紀宇盛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郭昭宏、陳思嘉、林宏勳、柯正浩、洪啟琮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郭昭宏、陳俊鴻、馮明珠、劉秀月、陳人豪、林峻立、賴穎輝、

王宣文、陳坤駿 
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指導人員: 曾嵩斌、莊智弘、盧柏樑 

參與人員: 楊宗穎、連紹瑄、劉冠宏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績優團隊 

指導人員: 葉錦雪 

參與人員: 謝思怡、黃郁軒、陳亭妤、王馨誼 
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優選 



指導人員: 藍鼎勛、陳人豪、黃志毅 

參與人員: 黃柏誠、黃泊儒 

第十六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資誠數位創

新轉型應用組(學生組)最佳學生獎 

指導人員: 莊智弘、鄭添祿、顏嘉宏、謝元欽、鄭秋敏 

參與人員: 黃奕中、廖彦宥、朱育琪 

第十六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創業構想類

創新服務組佳作 

指導人員: 楊家琪 

參與人員: 黃子菱、時逸玲、鄭智壬 曾雅蘭 
三星 2020 Solve for Tomorrow 競賽 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