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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4th
Outstanding

Youths

經 驗 分 享
機器人之路在我高二那年正式開啟，之前熱愛生物的我一直認為我長大一定是
昆蟲學家，堆滿昆蟲的家裡，做科展研究，最令人印象的就是研究溪蝦對於
環境及食物色素體色變化研究，我覺得非常神奇，因為大自然不常出現的顏
色，米蝦竟然能夠表現出來！其實在國中時期已先埋下一顆種子，全國 Power 
Tech 機器人競賽得到佳作，當初路過總務處剛好看到簡章，原本就喜歡動手
做的我，想說嘗試看看，沒想到第一次就擠進前 16 強，記得比賽蠻多對岸來
的強者！接著高二正式碰到機器人輪型，用程式控制去比賽，第一次得到全國
第二名，發現我是不是很內行在這個領域！也因為這次的獎項成就造就了現在
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三乙的蔡昇恩。
在高中時期培養的機器人技術，讓我能夠在大一嶄露頭角，第一次的北二校專
題競賽中獲得第一名，隊伍許多來自實驗室研究所等等！然而最後第一名獎落
在大一手上，對我而言這真的是一個超級大的經驗，賽程中也認識了許多學長
姐，互相分享成長！ 2020 年 3 月，我開始創業，我認為目前機器人的市場很
大，但都沒有臺灣廠牌，所以我想要打造一個全部 MIT 的機器人，並且打破
以往的教學模式，規劃出一套學習效率更佳的教學模式！成立 GTA Robotics
這個品牌大約一年的時間，GTA Robotics 是一個教育 & 競賽的服務團隊，而 
『玩中學、學中做』一直都是我們團隊的核心。教育要讓學員自動自發去學習，
並且在過程中保持快樂，最後在課程結束給學員一個帶得走的能力！ 

優 良 事 蹟
2019  WCRC Robo One Korea 銅牌
2019  TTRA 機器人格鬥賽 青少年組 第一名
2019  FIRA Humanoid Taiwan 格鬥組 冠軍
2019  FIRA Humanoid Taiwan 遠端視訊組 冠軍
2019  Robo One Taiwan 機器人格鬥賽 冠軍
2019  WCRC Robo One Light Korea 八強
國際 Robo-one 機器人全自主格鬥賽 Futaba 賞
33th RFL 機器人國手選拔賽 冠軍
RFL Sunday Cup 假日格鬥賽 五冠王
ROBOCON-RBL 機器人格鬥大賽 第一名
ROBOCON-RBL 機器人格鬥大賽直線競走第一名
2018  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第一名
2018  全國二足機器人格鬥賽 第一名
香港 EIE 機械人大中華區邀請賽理電奪寶 季軍

機 械 工 程 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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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很榮幸能獲得校園傑出青年這個殊榮，非常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秋燕教授，在
她的悉心指導下我從大學一開始的迷茫，藉由專題實驗逐漸對課堂所學產生興
趣，在實作中摸索找出對應的理論基礎和應用領域，這些過程都是我大學生涯
前期得到重要的啟蒙。
在活動參與部分，我參加了工程學院所舉辦的印尼無國界行動工程師，泗水理
工學院 (ITS) 的工程院長 Wawa 女士為我們做行前準備會議時，提及一段插曲
讓我深刻震撼，原印尼有人主張想把任務執行地的環境做粗略的清掃，這個提
議被 Wawa 院長阻止，理由是希望雙方學生都可以面對問題最真實的一面，赤
裸裸的直視問題最原始的形貌，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們接受真槍實彈的考驗；假
設學生接觸都是經簡化過的問題，怎能期待根除病灶？她希望在我們出隊期間
的所作所為，能永續的帶給村莊正面的影響。
到達印尼後我與泗水 Widya Mandala 大學合作，從切割鋼材到焊接組合他們
細心教導著我們，在第二年的活動期間，完成了灌溉灑水車和定點滴灌系統，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席地而坐一起吃手扒飯、休息時間配咖啡如今也成為我難以
忘懷的回憶，在泗水的這段期間除了與夥伴們朝夕相處所培養的情誼外，導師
Andrew Joewono 更是給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心，讓身處在異鄉的我們
有種回到家的感覺；到了村莊後，沉浸在穆斯林那股天生的熱情之中，在漆黑
的夜晚中望向南半球的滿天星斗壯闊得令人印象深刻。
在這些過程中我與組員們站在第一線為那些期待改變的村民解決並改善當地的
農業灌溉問題，實地的參與並見證一個村落的發展，這是讓我最引以為傲的部
分，很高興臺灣科技大學提供我這個舞台，讓我在大學的這個階段有精彩且充
實的回憶。

優 良 事 蹟
2019  新南向無國界行動工程師 副社長
2019  印尼 UKWMS_NTUST 行動工程師 隊長
2019  教育部 USR 大學社會責任高雄展
2019  出訪越南肯特大學
2019  接待日本靜岡大學實驗室來臺交流
2019 SCI paper Chiu-Yen Wang and Han-Xiang He,Tunable 
optical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i-doped CuSe nanowires 
using an anodic aluminum oxide template assisted hydraulic 
method, Nanotechnology, 2019, 30, 315704 (6pp).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補助計畫 (107-2813-C-011-027-E)
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系最佳專題競賽 第二名
2019,2018  中國材料科學年會 奈米材料組 海報發表
2018  行動工程師成果發表展 展覽負責人 / 活動主持人
2018  接待臺灣科技大學 東南亞校友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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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 研 究 所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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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機 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經 驗 分 享
從因看見世界被改變 而成為改變世界的人
單親由奶奶撫養長大的我，從小看著她的背影長大，每當過年過節，家裡都會
收到來自同一個單位寄來的賀卡，長大才知道奶奶每年都會寄一筆錢幫助孤兒
院的小朋友，奶奶說這筆錢對我們家不是太大的負擔，卻可以幫上那些需要的
人很大的忙，耳濡目染下也漸漸讓我覺得「成功不在於賺了多少錢，而在於幫
助了多少人」。
面試時被問到印象最深刻的服務，我分享了印度的故事，在那裡我們所服務的
國小學生他們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家庭，很多家庭一年總收入不到臺幣 2000
元，在這樣的環境下，想要突破城鄉教育差距，李家同教授曾說過必須依靠大
量閱讀補足。當時他們沒有類似圖書館的建設，想要改善他們學習狀況的我就
向學校的負責人提案，希望能先利用一個櫃子成立圖書館，書的部分我們每年
都會有大約 10 到 15 人過去，每個人提供 5 本，不用幾年，數量就會很可觀。
隔幾年就有聽到消息，原本空空的櫃子越來越有圖書館的樣子，小朋友因為開
始閱讀自己喜歡的書而提升閱讀的能力，進而提升自學的能力，聽到學生的進
步，我很感動！
「不只是光環更是責任」，很幸運這次能得到學校的肯定，我認為傑出不是達到
一個里程碑，而是朝著對的方向持續往前走，你的人生是由你每天的每個選擇
所組成的，你選擇把時間放在哪裡，成果就會在哪裡。大學期間，努力探索自
己以及這個世界，提升自己的廣度；現在提前一個學期進入研究所，會努力增
加自己專業領域的深度，期望未來再利用自己的專業幫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
的理念還有經驗。

世界再大 價值觀相同的人會匯流成河
擺脫大家對理工科學生沒有溫度的既有觀念，我喜歡與人互動、幫助他人、尋
找世界各個角落的故事，因此開始投入一些志工的活動，近至附近的國小、老
人院，遠至花蓮、印度孟買，我們透過主題教案補足一些很重要，但學校不一
定會教的知識；拜科技所賜也有機會擔任數位學伴，陪伴屏東的小學生。感謝
一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服務這條路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可以走
得很遠。

優 良 事 蹟
108 學年 校內英語口說競賽 第二名
107&108 學年 英文演講社會員副會長，籌辦主持十校聯合
萬聖派對 / 聖誕舞會
107 學年 偏鄉遠距教學數位學伴
107&106 學年 花蓮水璉國小育樂營
106 學年 系學會賽務長，舉辦超過 30 場競賽
106 學年 古亭國小元氣老師
106 學年 慈安安養院社會服務
106 學年 印度孟買偏鄉志工
105 學年 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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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良 事 蹟
2020 AFLA 臺灣 - 澳州亞洲未來領導人高峰會 公關
2020 東京大學 AFPLA 亞洲未來領導人高峰會 籌備組組長
2020 國際專業管理亞太年會 國際禮儀合格證書
2020 「科技大擂台與 AI 對話」語音競賽 表現優異
2019 AFLA 臺灣 - 澳州亞洲未來領導人高峰會 臺灣代表
2019 北京大學 AFPLA 亞洲未來領導人高峰會 NTU 代表
2019 臺科大外籍生接待家庭計畫
2019、2016 臺科大書卷獎
2019 東京信濃町煉瓦館店壽司體驗競賽 佳作
2018 臺科大偏鄉數位學伴
2018 臺科大數位學伴 草屯國中數學兼英文老師
臺積電志工社 台南官田水雉教育園區 導覽志工
臺中科博館「半導體世界」導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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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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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資 學 院

經 驗 分 享
我參選傑出青年的原因，是為了檢視自己是否達成大一當初立下的目標，和我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此外我希望透過自己轉變的故事來鼓勵在低潮的同
學，只要有明確目標和堅韌的心性，誰都可以成為傑出青年！另外我也想打破
電資學院都是宅男的刻板印象，我要讓大家看見我們也是有很多陽光帥哥，像
我一樣！
很高興能當選這次校園傑出青年，整個面試的過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評
審委員會對我的人生建議，雖然在面試當下有點挫折跟尷尬，因為原定五分鐘
的面試變成了 20 分鐘的輔導課，整個面試的行程都延後了，出面試場時有點
對不起其他參選者！但回家後我仔細想想委員們對我說教的內容「做自己」其實
感觸很深。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都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和想法，而導致自己走
上了一條不歸路。評審們提到成功的人是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然後別人還願
意拿錢給他像 Kobe 跟 Jordan 那樣！不是走一條你覺得好像比較有未來的路。
就這樣評審一個個給我真誠的建議！
面試結束時，我思考著我的未來該怎麼選擇。當下我重新落足到了參選傑出青
年的原因 - 檢視自己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當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目標時，我會
毫不猶豫的挑戰自己，做自己！正如自己理想中的傑出青年 - 了解自己，挑戰
自我！



優 良 事 蹟
201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專題競賽 優勝專題獎
2019 教育部大手攜小手物聯網創新應用競賽 季軍
2019 教育部全國性競賽智慧聯網專題競賽決賽 入選獎
2019 研華物聯網開發者競賽 AloT 銅牌獎
2017 第二屆遠傳物聯網應用開發大賽 通訊獎
201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英語自學點數競賽 第一名
2016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 優等
106 學年度臺灣科技大學網球社一社長
參與偏鄉花蓮暑期生命教育營隊
財團法人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服務學習
參與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計畫 - 復健科
參與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計畫
聯華電子尖端智能菁英人才培育計畫成員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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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資 學 院

經 驗 分 享
在大學期間，透過修課、實驗室研究，發現我對人工智慧應用於語音辨識、電
腦視覺方面非常有興趣，藉由專題製作以及參加各式比賽增加實務經歷，期間
也透過課程和資工系專業選修持續增進自己的理論知識，為未來做準備。研究
所期間，我打算鑽研深度學習演算法優化並將其應用於手機、電腦中的聲音和
視覺領域，因為目前深度學習需要耗費很大的記憶體空間，訓練資料的參數量
相當龐大，不容易於手機實現，必須有好的運算效能才能達到即時運算，並擁
有一定準確率提高可利用性。
在未來，我想要出國發展與學習，探索更廣闊的世界，並應用所學，在國內、
外開啟創業道路，持續學習進修，增廣見聞，拓展人脈，使未來在創業之路更
為順暢，雖然這條路很艱難，但是，一直害怕走崎嶇的山路，就只會永遠留在
山腳下，最我來說，成功不是將來才有的，而是從決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續
累積而成。
我一直很感謝身邊的每個人，像是同學在課堂、比賽中互相幫助，指導教授提
供比賽的機會讓我能從中學習家人給予良好的環境使我能專注學習，覺得人生
很短，所以只要有機會就該把握住，任何時刻不斷學習渴望成長對人生保持積
極的態度，最重要是面各種挫折打擊卻沒有失去對人世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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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面談時，委員問我這樣一個問題：「同學你好，你的經驗很不錯、很豐富呢，
不過我們好奇想知道，為什麼你會願意為臺科大做這麼多事，是什麼想法可以
讓我們參考一下嗎？」
在我的理解宇宙裡，普遍社會打量一個學生，是用就讀學校作為第一印象。因
此對我而言，證明自己最直接、最有用的方式，就是讀一所好學校。但，我認
為的好學校，對他們而言也是嗎？我可以怎麼做，來讓他們也覺得是呢？這樣
想後，榮耀臺科的使命感，成了我努力的精神指標。曾自嘲是個臺科狂熱分子，
把「我要為臺科爭光！」呼喊成奮鬥口號；對外自我介紹時，時常說：「您好，
我是臺科大的學生」過後發現忘記介紹自己的名字；以及更多的是，叮嚀以臺
科大名義行事時必須呈現最好一面的自我要求。我想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們，肯
定也是如此的臺科狂熱分子。在這條「為臺科爭光」的道路上，佈滿各位用心經
營、努力奮鬥的足跡，臺科人才濟濟、萬人一心，才得以堆疊出至今的榮譽。 
一路上零零雜雜的經歷，是想為臺科做點什麼的心意。然而回頭看來，最大的
收穫者，卻是我自己。萬分感謝這些機會，極致熱愛這些經歷，因而讓我結識
許多美好可愛的人們，創造許多美好深刻的回憶。以及萬分感謝給予我們諾大
成長空間的臺科，讓我們可以在擁有許多資源與機會的校園裡，盡情學習，逐
漸成熟、茁壯。能獲得臺灣科技大學校園傑出青年這份榮譽，很幸運，很感謝。
這份榮譽，對代表人們來說是沉沉的掌聲。讓我們深思如何成為更加優秀、能
扛得起這份榮譽的人，以及如何將這份能力，回饋臺科（社會）、貢獻臺科（社
會），延續臺科人精神，讓臺科薪火相傳。

優 良 事 蹟
2019  全國科技管理年會 最佳論文獎
2018-2019  臺科人才加速器計畫 副導師
2018  公益群眾募資 - 救助癱瘓貓 發起人
2018  臺科科技管理研究所招生團隊 主持人
2017  全國材料專題論文競賽 特優獎
2017  海峽兩岸學生文化交流台科 代表學生
2016  臺科臺日暑期學術營 籌辦學生
2015-2017  臺科菁成服務社 校園導覽員
2015-2016  臺科菁英成長營招生長、隊輔長
2015-2016  臺科教學優質營 隊輔長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Yang, W
an-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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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來自於處處是人才的臺科大，因為互相學習才有今日的傑青
傑出青年選拔的過程就是一種學習，促進自己盤點學習生涯中的點滴成就外，更發現自
己需要加強與累積的面向，除了勇敢挑戰競賽、累積學術和實務成果外，更重視從校園
到社會責任貢獻的服務精神，讓我深刻體會到校園傑出青年是成為榜樣的起點，改善自
我而能持續產生正面影響力。

沒跨領域突破原本以為的自己，還真不知道走入不同學院找到真興趣
許多臺科工程背景的同學就和我以前一樣，進 Lab、做專題、畫 3D、跑分析、算統計
後看著窗外寫著碩論，很幸運當時自己把握了選課時的自由度，勇敢進入他系所選課，
在跨領域中找到興趣激起更多創新思維，這使得我進入職場工作後回到校園挑戰新領域
知識，這更是成為我能朝向傑青之路不可或缺的歷程。

二度回到校園，使我從學習者的 Taker, 轉而勇敢嘗試 Be A Giver
我想做點不一樣的事！這次學校生涯自己不再當一位純學習者，當你能在團隊中貢獻實
務經驗，帶領 MBA 系上社團組織完成任務，分享經驗的成就感與反饋，讓我想努力成
為一位 Giver。一位專業領導者不只著眼同技術背景，更培養號召有能力者一同解決問
題的能力，我找到跨越 5 大系所、不同校以及不同國家學生組成 Dream Team，從校
園競賽、衛服部、教育部全國比賽及全球性微軟潛能杯 (Imagine Cup) 中留下佳績。
人人都可以 Be A Giver，只要願意將你的知識經驗分享，你將會獲得學習樂趣外的感
動回饋，在自己工程與商管知識統整下，努力投入教育型社會服務，從過去醫學工程專
業進入社區分享。

感謝每一位幫助過得師長與夥伴，沒有你們就沒有成為傑青榜樣的機會
我永遠相信，每一位傑青就像臺科厲害的每一位學生們，大家都為了更好的未來努力，
只要信念對了帶上勇氣，臺科生必能成為校園、社會與眾多青年的榜樣。

優 良 事 蹟
2019  高中職生『跨領域 3D 列印應用實作』教育服務 講師與籌辦
2019  起 受聘龍華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2018  微軟 Microsoft 潛能創意盃 Imagine Cup 臺灣總冠軍
2018  107 級 管理學院 iMBA 系學會 ( 會長 )
2018  社區親職講座講師
2017  教育部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生技創新創業獎醫藥生技組 銅獎
2017  衛福部 智慧醫療與個人健康紀錄 應用創意企劃競賽 銀獎
2017  22th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資訊技術應用組 第一名
2017  中興大學醫療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初階營運計畫書競賽 第一名、最受歡迎獎
2013  首屆海峡兩岸（福州）大學生創業創新大賽 入圍 100 強項目
2013  臺灣科技大學 第四屆全校創新創業競賽新事業發展組 佳作
2012  17th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產學合作組 第一名
2012-2017  健康科技產品相關 7 件專利 發明人
2011  臺灣科技大學 第二屆全校創新創業競賽 全校 第一名

管 理 學 院 M B A
MBA Program

Chen, She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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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優 良 分 享
上了大學之後在大一時期不斷精進把基本功培養好，並在課業之餘積極參加社
團、系學會及國際競圖。深知學建築之人需要會溝通及統整，我選上系學會會
長並帶領十七位幹部籌辦各項聯誼及擔任系上活動總召，並協助系上辦理事務。
過程中有時很痛苦很想放棄，卻得咬著牙解決所有事情，使我的毅力、領導能
力及時間規劃能力大幅提升。此外，我也利用閒暇之餘去鋼琴社練琴以及福青
社做公益活動。在大三下學期時去瑞士交換學生，學習到了先進國家的思考模
式、做事態度並旅遊開闊自己的視野及國際觀。轉變最大的為積極參與國際競
圖，在大三上至大四上期間榮獲知名國際獎項 15 項，並很榮幸能獲選為教育部
年度技職之光及參加教育部設計戰國策頒獎典禮。一直以來秉持著自己還不夠
好的心態努力學習，能得到這些成果真的非常感謝指導過我的老師及家人的鼓
勵，這些成果只有我自己絕對辦不到。

It is really lucky for me to introduce myself briefly here. I know I am 
certainly not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my class, but I got a lot of 
friends to cooperate together. For me, the ability to get along well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is the most precious, no man can accomplish 
a perfect work by himself. I am also appreciate may parents, my 
mentors and my friends. For me, this award is not mine, but for those 
who accompany me and leads me.

得 獎 事 蹟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Student Association of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2019 Reddot Design Concept Best of the Best

2019 Annual Technique Star Award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9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New Discovery of Architecture 

2019 International Design A ward (IDA) Hotels & Resorts Golden Prize 

2019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IDA) Landscape Golden Prize

2019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IDA) Museum, Exhibits, 

Pavilions and exhibition Golden Prize 

2019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IDA) Sustainable Living/Green Golden Prize

2019 London International Creative Competition (LICC) Architecture Category Short List

2019 London International Creative Competition (LICC) Architecture Category

Honorable Mention 

2019 Asia Design Prize Space Category winner

2019 Asia Design Prize Space Category finalist

2019 New York Young One ADC Award Spatial Category Winner

2019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Installation & Structure Winner

2019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Mixed Use Architecture Winner

2019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Public Space Winner

2018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IDA) Exhibits, Pavilions and exhibitions Golden Prize

2018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IDA) Exhibits, Pavilions and exhibitions Silver Prize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Installation & Structure Winner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Misc. Architecture Winner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Outdoor Design Winner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Recreational Architecture Winner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Interior Design Winner

2018 Architectural Master Prize (AMP)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inner

The 14th
Outstanding

Youths

College of Design
設 計 學 院



優 良 事 蹟
2019 技嘉奇想設計大大賽 金獎、佳作
2019 東京商品展 優秀賞
2019 亞洲最具影響力力設計大獎 銅獎
2018 紅點概念設計獎 winner
2018 Showhue UI design - intern
2018 鬧事設計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2017 兒童用用品暨玩具設計比賽 騎士士堡獎、和盛獎
2017 Yahoo User Experience design team - intern
2016 Ctrl p 3D 列印教學助教 intern

2019 教育部青年署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團隊
2019 受邀參加漢聲廣播電台節目錄製
2019 受邀參加教育電台 : 青春創學院電台節目錄製
2019 參與三立電視台專題報導
2018 全國大專院校扎根計畫補助創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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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在就讀臺科大工業設計過程中，從最基礎的模型以及基本設計課程開拓自己的
思路和創意，也利用寒暑假期間到校外實習。大二時到一間 3D 列印的公司實
習，擔任助教教導國小、國中的學生有關 3D 的列印、建模知識以及軟體操作，
在那裡，我學習到了發表技巧以及教學方法，讓學生對上課內容產生興趣，也
因為這些經驗的累積，讓我學到了與學校不同的知識。在大三時，我接觸了一
個新的設計領域——UIUX，很幸運學校剛好有介面設計的課程，也讓我有機
會透過課堂的設計作品錄取 YAHOO 的設計實習，學到了很多業界實際經驗，
也體驗了大公司的文化、業界的運作樣貌，以及身為產品設計師應該要具備的
知識與技能。
很榮幸可以得到傑出青年的殊榮，首先想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董芳武老師，推
薦參與這個意義非凡的選拔。也很謝謝臺科大在大學與碩二近六年的時光裡，
培養了我獨立思考與勇於挑戰的能力，讓我成長了許多，也在這個孕育無數人
才的校園裡結識了許多值得我效仿、學習的優秀朋友們！一直以來，我覺得自
己真的非常的幸運，遇到了很多貴人和機會，讓我能夠有逐夢的勇氣，不論是
身旁的親友、老師抑或是學校的育成中心，都是我們創業路上的基石，支持我
們成長。現在的我，有著兩個不同的身份，讓我更加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把握
每個可以提升自己的機會，也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莫忘初衷。

College of Design
設 計 學 院



優 良 事 蹟
2019 DESIGN TOKYO AWARD 優秀賞
2019 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銅獎
2019 臺北市立美術館、山東省美術館 設計品上架
2019 參與三立電視台專題報導
2018 創立 鬧事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2018 Red Dot 紅點設計獎 Winner
2018 獲選 |EC-SOS 大專院校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2017 CtrlP 3D 列印小學堂 3D 列印助教
2017 浩漢產品設計有限公司 產品部實習生
2016 里米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實習生
2016 TCC 玩具曁兒童用品創意設計競賽 和盛奬、騎士堡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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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關於我和工業設計
在臺科就讀的期間，系上的課程規劃讓我逐漸具備完善的邏輯、技巧以及創造
能力，參與實習拓展自己的視野和能力。大三暑假至浩漢設計產品部參與實習，
完整觀摩到業界的運行模式，設計師如何在預算、審美、機構等限制條件下，
產出符合客戶需求的提案，也讓我在往後的設計發想中，開始考量更多的條件
和限制，更全面的從不同角度去構思和整合提案。 

大四畢業那年，是生命中重要的分水嶺
大四畢業這年報名了教育部扎根計畫，是一個輔導學生如何創業的競賽，也讓
我們創業的念頭開始萌芽。我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舉辦募資活動，獲得一些
人的支持和認可，得到了受用不盡的寶貴經驗。「如果問起和同儕們的差異，
大概就是我們多了很多很多失敗和成功的經歷吧 !」有幸我們處在一個資源富饒
的時空，可以奮力往前奔跑、用力摔倒，而每一次的腳印，都會化作下一次起
步的養分，使我不斷茁壯。

手中握著的除了獎狀，還有太多
在學習的漫漫路上，我何其幸運，有開放、民主的家庭支持我擇我所愛；有開
明、和藹的指導老師關懷備至。選拔結束了，我的故事卻還在繼續。除了對生
活懷抱著感謝的心，更期許自己成為能夠肩負這份榮耀的人。持續懷抱著理想
和熱忱，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並且以能力所及的方式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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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分 享
能夠獲選校傑青，我除了感激之外還是感激。我並沒有什麼很厲害的經歷，但
是我很認真的在過我的生活。因為罹患成骨不全症的緣故，生命中常出現許多
的挑戰與磨練。很多時候我常感覺自己撐不過去了，但感謝貴人的相助與沒有
被擊倒的自己。生命中想感謝的人很多，其中把我從自怨自艾打醒的是我臺大
的主治醫生。國中時，我好討厭我自己，我很懷疑為什麼我的出生是如此，我
怨天尤人，覺得這個世界對不起我，每次去看診，我都表現的很厭世。有一次，
醫生就很生氣的跟我說：「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讓自己好起來，要別人怎麼幫
你？」聽他說話的當下，我很生氣，我想醫生你怎能夠明白我的痛苦呢。但生
氣消退了之後，我對他充滿感謝，沒有他的一席話，也許今天的我仍舊在自怨
自艾。
2019 年夏天，我為了未來求職的需要，去上了駕訓班。我一直以為我和一般人
在開車這件事上面，僅有高度的不同，只要把座椅加高，一切就沒有問題了。
後來，正式開始練習之後，才發現完全不是如此。因為肌肉無力、關節韌帶鬆
散的關係，我打方向盤的速度遠遠不及需要的速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真的
感到好挫折、好想放棄。從 7 月到 10 月我考了 6 次的駕照，終於考過了。
在大學期間，我嘗試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有句話很鼓勵我：影響人生最鉅的不
是遺傳，也不是環境，而是個體獨特的創造力。受人點滴，應當湧泉以報，我
很感恩生命路上碰到的每一位，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我也期許自己能常
懷這樣的信念，把幫助帶給更多需要的人。

優 良 事 蹟
2017-2019  連續獲特殊教育獎學金 ( 成績 80 以上 )
2017-2019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校園服務代表
108 學年度臺科大特殊教育委員會 - 爭取友善宿舍學伴條例修正
108 學年度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學生委員
107 學年度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第十二屆學生會 財務部長

受 訪 及 報 導

2018  國立交通大學喀報第 283 期人物專訪：罕病鬥士
2018  自由時報專訪：
           大學生變身成媽祖、地藏王 ... 臺科大尚展結合廟宇文化

2017  中時電子報專題報導：
           技優國手打造聖誕校園 臺科大耶誕氣氛

分 享 、 推 廣 特 殊 及 生 命 教 育

201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學生委員
201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委員
2017  公益微電影 - 愛・點名一不罕見的生命 主角之一
2016  與家人共同創立愛豐盛文創有限公司
2016  基督教恩惠堂生命教育分享
2016  坤泰基金會「偏鄉」生命教育分享

應 用 科 技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
u, Ching-H

suan

吳
婧
瑄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應 用 科 學 學 院



26

The 14th
Outstanding

Youths

Behind the scenes
活 動 花 絮

校園傑出青年
獲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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