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電機系實務專題初審各組名單

評分日程 編號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班別 組員學號姓名 備註

40005166 楊仁傑
1 紅綠燈 吳清水 電機三甲

49905153 陳旻暉

40005135 黃耀德

40005144 黃冠穎2 計時自動開窗系統 吳清水 電機三甲

40005146 曾億強

40005109 張博雄
3 太陽能花園燈 吳清水 電機三甲

40005157 李旻諺

40005167 梁祐康

40005162 陳育德4

弦波脈寬調變

(SPWM)技術之變流

器製作

李 象 電機三甲

40005151 沈宗緯

陳列在 16-0501A

40005130 康智翔

40005118 吳竹銘5
可虛功調節之併網型

太陽能發電系統
李 象 電機三甲

40005124 周晉宏

陳列在 16-0501A

40005149 黃健哲

40005112 王正宇6
公共場所之太陽能多

元充電設備
李 象 電機三甲

40005131 黃昱傑

陳列在 16-0501A

40005114 楊盛宇

40005163 盧韋慈7
汽車門開啟防撞 LED
裝置

洪夢聰 電機三甲

40005165 李永杰

40005119 吳孟哲
電機三甲

40005110 蕭博仁8
停車場流量控管創意

設計
張亞清

電機三乙 40005219 黃俊瑋

40005106 林正銘

40005122 李政毅9 智慧隱形密碼鎖 章國揚 電機三甲

40005141 林順盛

陳列在 16-0302

40005107 林逸昇

40005108 翁維延10
影像辨識控制追蹤系

統
章國揚 電機三甲

40005145 林上格

陳列在 16-0302

40005116 甘相明

40005117 江廷威11 紅外線閱讀監測器 陳脅憑 電機三甲

40005125 林育宏

40028137 柯政坤

40005120 李佳偉12 LED 廣告看板跑馬燈 蔡明堂 電機三甲

40005121 李俊緯

40005115 王清城

40005133 吳東霖

5/26(一)
5/27(二)
各評乙次

均自下午

13:00 起

13 電子存錢筒 蔡明堂 電機三甲

40005139 林冠宇



評分日程 編號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班別 組員學號姓名 備註

40005164 洪啟堯
14 太陽能溫控風扇系統 詹舜宇 電機三甲

40023141 郭俊舜

40005103 杜震毅
15 紅外線遙控自走車 沈鎮南 電機三甲

40005143 陳哲宇

40005104 張景盛

40005134 顧育豪16 LED 杯架 廖炳松 電機三甲

40005156 陸正航

40005136 廖政欽

40005111 文志明17 植物工廠 廖炳松 電機三甲

40005128 林睿宏

40005113 王泓霖

40005126 林彥均

5/26(一)
5/27(二)
各評乙次

均自下午

13:00 起

18 紅外線點唱機 朱弘仁 電機三甲

40005154 歐端凱

40005202 黃俊嘉

40005206 何紹宇19 太陽能溫控風扇 李建華 電機三乙

40005258 陳宇寬

40005233 呂宥融

40005247 葉宗憲20 閃耀 85 張亞清 電機三乙

40005256 邱界穎

40005228 謝宜霖

40005242 周煒哲21 紅外線斑馬線警示燈 張亞清 電機三乙

40005255 陳永峰

40005251 呂宥廷
電機三乙

49905255 郭順棋22 多功能隨身顯示器 陳松齡

電機四乙 49905222 許伯瑜

40005201 陳冠傑

40005253 蔡穎志23
車速抬頭顯示與超速

警示模擬器
陳家興 電機三乙

40005266 蔡信緯

40005213 許閔傑

40005243 梁宸嘉24 綠燈安全限速顯示器 陳脅憑 電機三乙

40005212 莊英凱

40005224 葉文欽
25 震動提醒筆 陳脅憑 電機三乙

40005229 蘇俊豪

40005222 黃皓倫

40005232 楊孟霖26 安全杯蓋 陳脅憑 電機三乙

40005250 凃彥群

40005227 賴冠銘

40005235 曾念廷

5/28(三)
下午

13:00起

27 電擊補獸器 鄭富升 電機三乙

40005246 許誌宏



評分日程 編號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班別 組員學號姓名 備註

40005221 黃朝煒

40005236 蔡孟儒28 足精彩腳踏車 鄭富升 電機三乙

40005245 劉昱辰

40005249 黃政綱

40005252 王湘涵29 LED 照明雨傘 鄭富升 電機三乙

40005267 李哲亨

40005215 陳璽文

40005225 廖本智30 LED 燈廣告展示應用 廖炳松 電機三乙

40005241 王名德

40005260 王昆樺

40005259 陳思融31
空調系統溫控系統設

計
吳敏生 電機三乙

40005207 吳冠伸

40005320 黃勝豐

40005330 謝飛璿32 光控手自動窗簾 李丁福 電機三丙

40005326 高正原

40005351 張簡旻修

40005303 林哲宇33
太陽能垃圾桶之自動

開閉
李丁福 電機三丙

40005333 蔣偉紹

40005324 戴昱晨

40005328 洪兆興34 自動感應鐵捲門 李丁福 電機三丙

40005356 楊凱傑

40005352 王邑弘

40005314 曹家榮35 紅外線聲控電燈 陳脅憑 電機三丙

40005327 陳勁廷

40005317 傅鈺祺

40005350 陳冠宇36 定時灑水器 陳脅憑 電機三丙

40005345 楊智凱

40005359 張緯翰

40006167 洪偉恩37 電致色變玻璃 王志明 電機三丙

40005355 翁啟競

40005339 李文滄

40005332 陳序端38 循跡自走車 吳敏生 電機三丙

40005309 周郁言

49905358 陳家振

49905332 李昱緯39 太陽能曬衣架 張建智 電機三丙

40005335 曾文豪

40005305 陳建宏

40005304 陳冠仲

5/28(三)
下午

13:00起

40 二進位顯示時鐘 董劍琴 電機三丙

40005311 林漢妥



評分日程 編號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班別 組員學號姓名 備註

40005308 李曰深

40005346 潘昇鴻41 太陽能水陸兩用船 董劍琴 電機三丙

40005354 卓裕翔

40005316 陳昱辰

40005337 周昱荃

5/28(三)
下午

13:00起
42 奶茶船 董劍琴 電機三丙

40005338 吳雅惠

49905140 郭力瑋

49905175 林肯頡43 影像密碼鎖 呂榮基 電機四甲

49905176 甘濬豪

49905212 李偉宏

49905177 陳逸峰44 太陽能風力發電 蔡明堂 電機四乙

49905376 涂祐銜

49805232 鄭進丁
45 太陽能照明節能系統 蔡明堂 電機四乙

49905215 張宇盛

49905265 徐嘉鴻

49905266 劉展鎰46
演唱會LED加油搖搖

棒
吳敏生 電機四乙

49905171 蕭旻浩

49905350 吳孟陵

49905338 周冠霖47 瓦斯煙霧感測器 張建智 電機四丙

49905360 陳羿翰

49905104 林承志

49905145 林佑庭

5/26(一)
5/27(二)
各評乙次

均自下午

13:00 起

48
超音波感應無線電遙

控車
陳松齡 電機四甲

49905157 翟紹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