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15屆《技職之光》得獎名單一覽表 - 競賽卓越獎

推薦學校 系科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備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四技

產學訓專班
1 楊婷喻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汽車噴漆 金牌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控制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資訊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廣告設計科 4 廖羿婷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平面設計技術 金牌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餐飲管理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國立嘉義高工 電機科

國立嘉義高工 電機科 7 黃家芝 首屆亞洲技能競賽
電器裝配(室內配線)

【青少年組】
金牌

國立內埔農工 汽車科

美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2019
Public Space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Interior Design - Public

Spaces
優選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Public
優選

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9
馬朗文、黃敬恆、

唐經崴
(作品：Between Water)

2018美國建築大師獎（

ARCHITECTURE

MASTERPRIZE）- 2018 Student

Architectural Design Award

二、工程科技類競賽

金牌

三、建築類競賽

6 黃柏笙、劉家宏 首屆亞洲技能競賽 機器人

2 宋承勳、闕伯陽

吳昶緯
2018 YAMAHA世界服務技能大

賽

COMMUTER MODEL

CLASS
冠軍

3 塗家和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資訊技術(軟體設計) 金牌

5 謝協益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麵包製作 金牌

得獎者

一、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 機電整合

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學生組）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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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乃瑄、黃雅筠
(作品：Umbilical care)

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9_01

WONDERLAND DESIGN

PRIZE 2019 by iF - What

iF yesterday's baby

products were adapted to

fit the lives of tomorrow's

parents?

BEST OF THE

YEAR (EUR

1,000)

陳乃瑄、黃雅筠
(作品：Wood

gramophone)

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9_01

WONDERLAND DESIGN

PRIZE 2019 by iF - What

iF yesterday's baby

products were adapted to

fit the lives of tomorrow's

parents?

AWARD

WINNER

11

周麗婷、許庭鳳、

湯齊恩、黃涵翌、

王家儀、林宣妤
(作品：臺灣工務所 The

Workshop of Taiwan)

Red Dot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8
Packaging Design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Red Dot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8
Publishing & Print Media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iF DESIGN AWARD 2019 Packaging Design
AWARD

WINNER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
陳俐璇、劉品宜、

顏均帆
(作品：白字田 Tofu)

10

四、工業設計類競賽

五、商業設計類競賽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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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Gents - Creative 金牌

Junior Gents - Classic Cut 銀牌

青年男士技術類個人成

績總分最高分

李奧派西吉激勵

獎

蔬果雕展示 (Carving fruit

& vegetables)
金牌

現場動態蔬果雕刻(決

賽) (Live carving fruit &

vegetable)

銀牌

第15屆泰國TUCC極限廚師挑戰

賽

蔬果雕現場 - 蔬果雕個

人賽
銀牌

臺中市

私立明道中學
餐飲管理科 15 王奕鈞 第13屆盧森堡世界盃廚藝競賽

糕點藝術展示 (Pastry

Artistic)
金牌

Fashion Model Show 金獎

Creative Up Hair Styling 金獎

Creative Make-up Sketch 金獎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17 陳文正 第13屆盧森堡世界盃廚藝競賽
烹調藝術展示 (Culinary

Artistic)
金牌

2018年OMC世界盃(法國‧巴黎)

錦標賽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13

華夏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16 石美芳
第31屆首爾IHO國際人類美容與

健康奧林匹克大賽

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教師組）

七、餐旅類競賽

六、美容家政類競賽

劉峰銘

翁女婷

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
14環球科技大學

第13屆盧森堡世界盃廚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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