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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實習/專題題目

優等 張秉澤 孫一明 載板製程－PCB 防焊(綠漆)

優等 劉欣翰 孫一明 載板製程－PCB 防焊(綠漆)

優等 20 朱詠勳 張幼珍 魚菜共生智慧檢測系統

優等 23 謝幸蓉 洪逸明 鋰離子電池Li3+2x(MgxV1-x)2(PO4)3正極材料之製備及其性質研究

特優 12 蔣瑛芷 何政恩 Antenna Design and Signal Simulation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人氣獎 王姵璇 孫一明 表面功夫－PCB鍍金處理技術

人氣獎 李俊辰 孫一明 表面功夫－PCB鍍金處理技術

人氣獎 22 黃善澤 簡志青 奇異球菌屬菌株DNA合成相關基因之選殖與表達

人氣獎 23 謝幸蓉 洪逸明 鋰離子電池Li3+2x(MgxV1-x)2(PO4)3正極材料之製備及其性質研究

人氣獎 26 陳佳穎 簡志青 從土壤中分離培養本土產色素之微生物

4

2

海報展得獎名單如下~(得獎者已登錄五育)


清單

		110-1專題實習成果海報展

		時間:110.12.22(三)    中午12:00-2:00     地點:60103



		§工廠實習§				總計6人

		組別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海報題目		簽到處

		1		1071010		蔡育甄		孫一明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遠東研究中心_綠色材料組		請假

		2		1071005		王姵璇		孫一明		旭德科技(股)公司_製造部

				1071011		李俊辰		孫一明		旭德科技(股)公司_製造部

		3		1071114		呂俊煒		孫一明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遠東研究中心_鞋材組		請假

		4		1071018		張秉澤		孫一明		旭德科技(股)公司_製造部		請假

				1071115		劉欣翰		孫一明		旭德科技(股)公司_製造部



		§專題研究§				總計27人

		組別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海報題目		簽到處

		5		1071026		陳映如		姚少凌		Hela cells 子宮頸癌細胞培養

				1073829		葉庭均		姚少凌		Hela cells 子宮頸癌細胞培養

		6		1071050		簡嘉儀		楊博智		雙親性嵌段高分子微胞製備及其細胞毒化與藥物釋放之研究
Preparations of diblock poiymeric micelles through RAFT living polymerization

				1071128		黃韻庭		楊博智		雙親性嵌段高分子微胞製備及其細胞毒化與藥物釋放之研究
Preparations of diblock poiymeric micelles through RAFT living polymerization

		7		1071129		李宗樺		楊博智		利用RAFT活性聚合法技術製備具有葡萄糖敏感的AIE效應之嵌段高分子及其感測性質研究

		8		1071056		金湛承		姚少凌		Hela cells 子宮頸癌細胞培養

		9		1081117		廖柏昇		謝建德		LiTFSI/PVDF-HFP/LATP on Separator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PVDF 為主聚合物加上LiTFSI/ LATP搭配隔離膜形式之鋰電池實驗

		10		1081121		紀雅芯		黃駿		利用DBD線型介電質大氣電漿進行輝光放電及光譜分析之研究

		11		1081122		高立昀		廖朝光		以防水膠為氧化層製作ZnO薄膜電晶體

		12		1081131		蔣瑛芷		何政恩		Antenna Design and Signal Simulation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13		1081134		劉沂諾		謝建德		Carbon Material in Hybrid Solid-state Electrolyte

		14		1081142		何得祐		姚少凌		Hela cells 子宮頸癌細胞培養

		15		1081157		蔡宜均		姚少凌		HeLa Cells進行繼代與冷凍技術及存活率與Doubling Time的研究

				1081159		楊佳馨		姚少凌		HeLa Cells進行繼代與冷凍技術及存活率與Doubling Time的研究

		16		1051132		吳凱崴		傅薈如		使用二維材料吸附CO2並使用電化學還原CO2

		17		1061115		黎靖嶸		林錕松		回收廢棄漁網

		18		1071107		徐玉娟		王清海		廢棄口罩膜蒸餾海水碳化系統

		19		1071109		李祥禾		姚少凌		細胞培養

		20		1071122		朱詠勳		張幼珍		魚菜共生智慧檢測系統

		21		1071131		方子賢		林錕松		利用奈米零價鐵/二氧化鈦奈米管降解獸醫藥/抗生素汙染地下水

				1071138		卓子翔		林錕松		利用奈米零價鐵/二氧化鈦奈米管降解獸醫藥/抗生素汙染地下水

		22		1071136		黃善澤		簡志青		奇異球菌屬菌株DNA合成相關基因之選殖與表達

		23		1071137		謝幸蓉		洪逸明		鋰離子電池Li3+2x(MgxV1-x)2(PO4)3正極材料之製備及其性質研究

		24		1071143		黃恆裕		謝建德		高性能及高循環壽命固態鋰電池之研究

		25		1071024		許瑜庭		姚少凌		Hela Cell細胞培養

				1071145		簡郁蓁		姚少凌		Hela Cell細胞培養

		26		1071151		陳佳穎		簡志青		從土壤中分離培養本土產色素之微生物





1101得獎

		編號		獎項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實習/專題題目		獎金

		11001		優等		4		張秉澤		孫一明		載板製程－PCB 防焊(綠漆)		250

		11002		優等				劉欣翰		孫一明		載板製程－PCB 防焊(綠漆)		250

		11003		優等		20		朱詠勳		張幼珍		魚菜共生智慧檢測系統		500

		11004		優等		23		謝幸蓉		洪逸明		鋰離子電池Li3+2x(MgxV1-x)2(PO4)3正極材料之製備及其性質研究		500

		11005		特優		12		蔣瑛芷		何政恩		Antenna Design and Signal Simulation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1000

		11006		人氣獎		2		王姵璇		孫一明		表面功夫－PCB鍍金處理技術		250

		11007		人氣獎				李俊辰		孫一明		表面功夫－PCB鍍金處理技術		250

		11008		人氣獎		22		黃善澤		簡志青		奇異球菌屬菌株DNA合成相關基因之選殖與表達		500

		11009		人氣獎		23		謝幸蓉		洪逸明		鋰離子電池Li3+2x(MgxV1-x)2(PO4)3正極材料之製備及其性質研究		500

		11010		人氣獎		26		陳佳穎		簡志青		從土壤中分離培養本土產色素之微生物		500

														4500

						海報展評分方式：由三位評審評分加總、平均

						海報競賽：依總修課人數，得選出人氣獎4組，獎金500元

						          優等3組，獎金500元，特優1組，獎金1000元 

				系主任：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2		王姵璇		孫一明

								李俊辰		孫一明

						4		張秉澤		孫一明

								劉欣翰		孫一明

						12		蔣瑛芷		何政恩

						20		朱詠勳		張幼珍

						22		黃善澤		簡志青

						23		謝幸蓉		洪逸明

						26		陳佳穎		簡志青





1092得獎 (2)

		編號		獎項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海報題目

		10916		優等		8		高文恩		林錕松		石墨烯量子點摻雜鈦基有機金屬架構物用於抗癌藥物之裝載與釋放模擬 

		10917		優等				蔡瑋晉		林錕松		石墨烯量子點摻雜鈦基有機金屬架構物用於抗癌藥物之裝載與釋放模擬

		10918		優等		10		許迪閎		林錕松		二氧化鈦奈米管負載碳量子點之光觸媒合成/鑑定與染料廢水降解研究

		10919		優等				歐　鎧		林錕松		二氧化鈦奈米管負載碳量子點之光觸媒合成/鑑定與染料廢水降解研究

		10920		優等		11		施宜萱		洪逸明		Synthesis of nanosized amorphous Fe particles and its Magnetic Properties

		10921		優等		12		武宜星		楊博智		Synthesis and fluorescence properties of graphene quantum dots with different substitution positions of phenylenediamine through hydrothermal method

		10922		優等		14		顏辰潔		楊博智		含四苯基乙烯基團之刺激型高分子研究-聚集誘導螢光、溫度與離子感測性質探討

		10923		優等		20		沈昀彤		楊博智		利用活性RAFT聚合技術製備雙親性嵌段高分子及其生物相容之性質研究

		10924		優等		27		劉彥廷		孫一明		Effects of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Ratio on the Micellization and Gelation of PEG-PHB di-block polymers

		10925		優等		29		謝佳龍		洪逸明		Preparation and Catalysis of Hydrogen Electrode for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 Solid Oxide Electrolyzer Cell

		10926		優等		36		謝淩宇		張幼珍		Pneumatic Pressure-driven Microfluidic Liquid Transport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rmal Cycler

		10927		優等		39		吳采霓		藍祺偉		The ectoine and PHA production from Halomonas salina

		10928		優等				林郁珊		藍祺偉		The ectoine and PHA production from Halomonas salina

		10929		優等		40		李承翰		楊博智		Effect of Solvent on Fluorescence Emission from Polyethylene Glycol-based Graphene Quantum Dots under Blue Light Illumination

		10930		優等		44		邱昱超		黃駿		利用氣旋式大氣電漿對ABS進行表面改質

		10931		優等		51		吳承緒		孫一明		Rapid DNA extraction by using surface modified cellulose membrane

		10932		優等		52		林宜蓁		洪逸明		Study of Composite Oxygen Electrode  Functional  Layer  Material   for Solid Oxide Electrolyzer Cells

		10933		特優		28		蔡永濬		洪逸明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i1.3Al0.3Ti1.7(PO4)3 / PVDF-HFP Solid Composite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ion Battery   

		10934		人氣獎		5		劉翌珊		藍祺偉		從食品找出產r-胺基丁酸(GABA)多的微生物

		10935		人氣獎				黃昱婷		藍祺偉		從食品找出產r-胺基丁酸(GABA)多的微生物

		10936		人氣獎		7		楊姿暄		藍祺偉		利用雙水相純化分離Echinenone

		10937		人氣獎				黃亞萱		藍祺偉		利用雙水相純化分離Echinenone

		10938		人氣獎		8		高文恩		林錕松		石墨烯量子點摻雜鈦基有機金屬架構物用於抗癌藥物之裝載與釋放模擬 

		10939		人氣獎				蔡瑋晉		林錕松		石墨烯量子點摻雜鈦基有機金屬架構物用於抗癌藥物之裝載與釋放模擬

		10940		人氣獎		15		吳茜樺		藍祺偉		Recovery of echinenone from microorganism cell culture by using effective extraction process.

		10941		人氣獎				謝興樺		藍祺偉		Recovery of echinenone from microorganism cell culture by using effective extraction process.

		10942		人氣獎		22		張晉溢		楊博智		Synthesis of poly(NIPAM-co-APBA)s containing glucose-sensitive group through free-radical polymerization and their temperature and pH sensings

		10943		人氣獎		28		蔡永濬		洪逸明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i1.3Al0.3Ti1.7(PO4)3 / PVDF-HFP Solid Composite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ion Battery   

		10944		人氣獎		29		謝佳龍		洪逸明		Preparation and Catalysis of Hydrogen Electrode for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 Solid Oxide Electrolyzer Cell

		10945		人氣獎		35		蘇禹睿		洪信國		Study of Hydrophilic Siloxane Contact Lens

		10946		人氣獎				陳盈琇		洪信國		Study of Hydrophilic Siloxane Contact Lens

		10947		人氣獎		52		林宜蓁		洪逸明		Study of Composite Oxygen Electrode  Functional  Layer  Material   for Solid Oxide Electrolyzer Cells





1082得獎

		編號		獎項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專題題目

		10823		優等		4		張泰中		楊博智		利用RAFT活性聚合法合成具及誘導螢光性質之高分子及其多重螢光感測性質研究

		10824		優等		14		邱玟瑗		洪逸明		固態電解質Li1.3Al0.3-xYxTi1.7(PO4)3之合成及其性質研究

		10825		優等		16		陳依萍		洪逸明		高溫氫傳輸陶瓷材料Sr(Ce0.6Zr0.4-xTix)0.9Y0.1O3-d

		10826		優等		19		莊子揚		洪逸明		全釩氧化還原液流電池Graphitic-C3N4/石墨氈複合電極製備和電化學研究

		10827		特優		33		刁培穎		吳和生		I NEED WATER

		10828		人氣獎		3		劉芷如		藍祺偉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10829		人氣獎				陳諺泓		藍祺偉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10830		人氣獎		9		王辰馨		洪逸明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Li1.3Al0.3Ti1.7(PO4)3/Polymer Composite Solid-State Electrolytes Lithium–ion Battery

		10831		人氣獎		11		譚瑞濬		林秀麗		Pt/C觸媒層圖案設計對燃料電池效率之影響

		10832		人氣獎		14		邱玟瑗		洪逸明		固態電解質Li1.3Al0.3-xYxTi1.7(PO4)3之合成及其性質研究

		10833		人氣獎		16		陳依萍		洪逸明		高溫氫傳輸陶瓷材料Sr(Ce0.6Zr0.4-xTix)0.9Y0.1O3-d

		10834		人氣獎		23		馬俊暐		林錕松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10835		人氣獎				楊翔斯		林錕松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名次		姓名		實習單位

				優勝		高子晴		孫安正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新纖維組

				優勝		林仁閔		何政恩		遠紡工業上海有限公司(切片廠、膠片廠)

				優勝		陳佑玲		何政恩		亞東石化(上海)有限公司(生產部)

				優勝		施威言		孫安正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生醫組

				實習類組：得選出優勝4組，獎金500元

		報帳		名次		組別		學號		姓名		專題題目		獎金

				優等		4		1061020		張泰中		利用RAFT活性聚合法合成具及誘導螢光性質之高分子及其多重螢光感測性質研究		500

				優等		14		1061101		邱玟瑗		固態電解質Li1.3Al0.3-xYxTi1.7(PO4)3之合成及其性質研究		500

				優等		16		1061104		陳依萍		高溫氫傳輸陶瓷材料Sr(Ce0.6Zr0.4-xTix)0.9Y0.1O3-d		500

				優等		19		1061121		莊子揚		全釩氧化還原液流電池Graphitic-C3N4/石墨氈複合電極製備和電化學研究		500

				特優		33		1051124		刁培穎		I NEED WATER		1000

				人氣獎		3		1061014		劉芷如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250

				人氣獎				1061122		陳諺泓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250

				人氣獎		9		1061032		王辰馨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Li1.3Al0.3Ti1.7(PO4)3/Polymer Composite Solid-State Electrolytes Lithium–ion Battery		500

				人氣獎		11		1061002		譚瑞濬		Pt/C觸媒層圖案設計對燃料電池效率之影響		500

				人氣獎		14		1061101		邱玟瑗		固態電解質Li1.3Al0.3-xYxTi1.7(PO4)3之合成及其性質研究		500

				人氣獎		16		1061104		陳依萍		高溫氫傳輸陶瓷材料Sr(Ce0.6Zr0.4-xTix)0.9Y0.1O3-d		500

				人氣獎		23		1061030		馬俊暐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500

				人氣獎				1061047		楊翔斯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0

														6000

				海報展評分方式：由三位評審評分加總、平均

				海報競賽：依總修課人數，得選出人氣獎6組，獎金500元

				          優等4組，獎金500元，特優1組，獎金1000元 

				組別		組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專題題目

				3		3		劉芷如		藍祺偉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陳諺泓		藍祺偉		Use waste as an alternative carbon solution production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 polyhydroxyal-kannoates

				4		4		張泰中		楊博智		利用RAFT活性聚合法合成具及誘導螢光性質之高分子及其多重螢光感測性質研究

				9		9		王辰馨		洪逸明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Li1.3Al0.3Ti1.7(PO4)3/Polymer Composite Solid-State Electrolytes Lithium–ion Battery

				11		11		譚瑞濬		林秀麗		Pt/C觸媒層圖案設計對燃料電池效率之影響

				14		14		邱玟瑗		洪逸明		固態電解質Li1.3Al0.3-xYxTi1.7(PO4)3之合成及其性質研究

				16		16		陳依萍		洪逸明		高溫氫傳輸陶瓷材料Sr(Ce0.6Zr0.4-xTix)0.9Y0.1O3-d

				19		19		莊子揚		洪逸明		全釩氧化還原液流電池Graphitic-C3N4/石墨氈複合電極製備和電化學研究

				23		23		馬俊暐		林錕松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楊翔斯		林錕松		添加碳酸鈣提升牛骨灰高溫結晶技術之研發

				33		33		刁培穎		吳和生		I NEED WATER





工作人員

		110-1專題實習成果海報展

		時間:110.12.22(三)    中午12:00-2:00     地點:60103

		身分		姓名		簽到處

		評審		廖朝光

		評審		黃振球

		評審		楊博智

		評審		尹庚鳴

		工作人員		許嘉慧

		工作人員		李育枝

		工作人員		林藝雅

		工作人員		洪慧卿

		工作人員		鄧雅文

		工作人員		李忠錂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10





工作人員 (2)

		110-1專題實習成果海報展

		時間:110.12.22(三)    中午12:00-2:00     地點:60103

		身分		姓名		簽到處

		工作人員		吳品瑩

		工作人員		莊家慈

		工作人員		呂柏諺

		工作人員		劉彥廷

		工作人員		蔡永濬

		工作人員		林政興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8





活動細項

		場地

		器材:30個海報架+2長桌+20椅

		大一問卷(要寫學生學號)

		修課學生問卷

		投票卷		120張不夠1090603

		摸彩箱

		投票簽名單

		學生報到表

		工作人員簽到表

		評審

		評分表

		相機

		場佈用品:活動布條+號碼牌+雙面膠+透明膠帶+隱形膠帶+剪刀

		場佈用品:TOYA+延長線

		訂餐點~改成餐卷

		提醒信:學生		週五中午

		提醒信:老師		週五中午

		發全系~期待你的出席		PO公佈欄/系網/portal

				E-mail



		活動結束mail

		頒獎結果mail

		海報成績+總成績加分

		提醒專題最後作業

		登陸五育

		上傳名單至實習專區

		公告系網

		結案成果











場佈

		105專業實習成果發表場地佈置



		時間:105.11.15(二)    下午16:00-18:00     地點:2004

		身分		姓名		簽到處

		工作人員		許嘉慧

		工作人員		陳宜亭

		工作人員		吳映璇

		工作人員		陳盈淳

		工作人員		潘芷萱

		工作人員		楊以辰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表1







		出席人員請簽名：









































抽獎

		110-1專題實習成果海報展



		普獎10個~得獎名單

		NO.		學號		姓名

		1		1101029

		2		1101105

		3		1101034

		4		1091056

		5		1071036

		6		1071049

		7		1071108

		8		1071111

		9		1071146

		10		1081137



		現金獎(200元3名，500元2名)

		NO.		學號		姓名

		200元		1101158

		200元		1101043

		200元		1071004

		500元		1101005

		500元		1101032



		請大二以上得獎者，

		12/28~12/29 111/1/3-1/5至系辦找嘉慧姐領獎

		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亦不得因此異議





工作表2

		107-2專題實習成果海報展





		現金獎(300元2名，500元1名)

		NO.		學號		姓名

		300元

		300元

		500元

		500元

		請以上得獎者

		108年6月5日(星期三)前至系辦找嘉慧姐領獎，

		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亦不得因此異議





教室報告

		109-2專題海報展

		海報設計評分: 5/25~5/30

		海報講解評分: 5/31~6/2(5/30學生上傳FB截止日)

				評審		海報設計評分連結		海報講解影音檔(FB連結)

		1~18		張幼珍		https://bit.ly/2SmO7sY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70021554057561/

				洪信國

				傅薈如

		19~36		陳永信		https://bit.ly/3unVuh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3865011379873/

				黃駿

				廖朝光

		37~54		尹庚鳴		https://bit.ly/3fJkWr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4311491897967/

				黃振球

				吳和生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70021554057561/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3865011379873/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4311491897967/https://bit.ly/2SmO7sYhttps://bit.ly/3unVuhbhttps://bit.ly/3fJkWrM

工作表5



		獎項		獎項(部分異動)

				人氣獎：6組(原公告4組)

				海報競賽：優等4組，獎金500元，(原公告3組)

				特優1組，獎金1000元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