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參加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第 1070331 梯次獲獎作品名單 

項次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名次 

1 電三仁 李洋震、鄭浩壯、張容爾 鄭才新、張鈺楨 
電機實驗超 Easy 之混成式人機介面學習
系統 

特優 

2 資三仁 劉苡良、邱于瑄 蔡文亮 樂活康管 特優 
3 機三智 呂忻叡、徐晧哲 黃銘銓、林俊呈 整潔打掃小幫手-方便傾倒垃圾的畚箕 特優 
4 汽三智 黃政浩、劉振綸、邱韵昊 葉元勳 酒是不讓你上路—機車防酒駕裝置 特優 

5 綜 303 蔣儀嬅、楊子豪 林安琪 
百花爭「艷」─ 花卉植物替代性顏料之開發與
利用 

特優 

6 子二智 熊邵鵬、黃謙 葉力齊 新電感應 特優 
7 資三智 練勁甫、易呈松、楊竣翔 蔡祈安 汽車車門防撞系統 優等 
8 資三仁 陳柏智、邱品翰、鄭逸凡 蔡祈安 一指「錢」坤－指紋電子錢包 優等 
9 資三仁 李尚昇、林承暘 蔡文亮 植物工廠 優等 

10 資三勇 賴丁南 陳衍霖 仿生蛇型機器人與搜救犬探討 優等 
11 機三智 李昊澄、蔡承恩、黃琮惟 林俊呈、黃銘銓 手機散熱架 優等 
12 機三智 蔡志陽、劉子鴻、劉家富 林俊呈、黃銘銓 鋸切輔助器 優等 
13 機三仁 許世融、楊先豪、黃信傑 林俊呈、胡銘軒 板溝清潔機構 優等 
14 汽三智 林俊佑、涂展瑞、周鼎翔 王守成 saving private miss key 密室脫逃 優等 
15 加三智 王昱枋、林芷如、邱淏任 曾玉豪、李晏雯 柚皮廢棄物取代貢丸豬背脂可行性探討 優等 
16 加三仁 蘇靖琪、陳映彤、廖竟廷 盧恩得、廖靜伃 胡蘿蔔仿火腿 優等 
17 加三仁 陳則慎、張紘銘 廖靜伃、盧恩得 酵出未來-紅茶菇發酵生長研究 優等 
18 電三智 謝博宇、曾崇展、積祥德 邱佳椿 全地形電動自走車 甲等 
19 電三仁 林東宏、張育誠、王伽誠 張深淼、王淳葦 簡易型模擬居家節能系統 甲等 
20 子三智 陳煜翔 林麗雲 孩童守護天使 甲等 
21 子三智 許銘耘、郭柏毅 詹耀仁 車位找尋系統 甲等 
22 資三智 張富程、陳勗騰、徐瑋擇 蔡祈安 家中防災防盜系統 甲等 
23 資三仁 蕭瀚威、林楷峰、陳立洋 蔡祈安 輕鬆安全！智慧指紋電子鎖 甲等 
24 資三仁 陳彥睿、宋慶洪、吳威廷 蔡祈安 無人機 PM2.5 偵測小幫手與資料庫系統 甲等 
25 機三智 楊浩玄、呂易澍 林俊呈、黃銘銓 外出型充電座 甲等 
26 機三智 周品豪、夏國和、林祐霆 林俊呈、黃銘銓 劃線及中心衝定位機構 甲等 
27 機三仁 張王胤、鄭子彥、張士鈺 胡銘軒、林俊呈 塑料與石膏的脫模 甲等 
28 機三仁 莊子毅、沈子恒、杜可瀚 林俊呈、胡銘軒 探討 CNC 銑床顫振的現象 甲等 
29 汽三智 周柏緯、程振庭、李岳蒼 王守成 增壓進氣與油電混合之探討 甲等 
30 汽三仁 劉柏偉、徐為彬、吳奇紘 蔣秉叡 柴油引擎動力試驗 甲等 
31 園三智 詹博驗、黃竣瑋 李家發、康繼文 「台灣」有嘻哈-饒舌術語及內涵之探討 甲等 

32 加三智 吳品儀、江克敏、陳柏宇 曾玉豪、李晏雯 
蕉食留皮-香蕉皮粉的用途-脆度、抗氧化力、
增菌之應用 

甲等 

33 加三智 李念蓁、皮釩沅、張兆沅 李晏雯、曾玉豪 洋車前籽膠會我們的事 甲等 
34 加三智 郭佳淇、周冠勳、鍾守豐 李晏雯、曾玉豪 椰肉漿「液」起來＝椰肉漿新產品開發 甲等 

35 加三仁 黃靖茹、王莉婷、謝雅欣 廖靜伃、盧恩得 
擁有「豆」智「渣」根生存 - 探討黃豆渣作為培
養基之發展 

甲等 

36 加三仁 魯統航、陳俊宇、林楷宸 盧恩得、廖靜伃 米穀粉取代地瓜粉改善豆花品質之探討 甲等 

37 加三仁 陳璟瑄、李忠恩 盧恩得、廖靜伃 
晶「鱗」剔透的「虱」尚寶珠-探討虱目魚鱗蛋
白之應用 

甲等 

38 加三仁 李德軒、胡菱、許博翔 廖靜伃、盧恩得 
享受美食不“蕉綠”－綠蕉粉麵包開發與
研究 

甲等 

39 綜 301 沈融、李浩瑋 吳煌壬 遙控鬧鐘車 甲等 
40 綜 301 黃鈺翔、陳冠宇 吳煌壬 造飛機  甲等 
41 綜 301 蔡維恩、蔡仁豪 吳煌壬 智能教室-風扇篇 甲等 
42 綜 301 楊敬宇、蔣鍇鴻 吳煌壬 立定跳遠雷射自動量測器 甲等 
43 綜 303 蕭如伶、邵子芹、陳玟卉 林安琪 「暢遊台北四季捷運路線」創意行銷 甲等 
44 園二仁 周律維、張巾龔、鄭群翰 李家發 利用鏡面改善作物生長之研究 甲等 
45 綜 104 呂昱潔 石佩玉 RELIFE 影像敘事分析-漫畫與電影比較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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