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 成大生勇奪設計組鑽石大賞 

媒體 自由時報電子報 性質/版面 Web/生活 

記者 林曉雲 圖/表 是 

時間 7/9/2016 

連結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57291 



 

 

 

  



 

 

 

 

 

  

2 「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頒獎典禮 

媒體 Udn TV 性質/版面 Web/生活 

記者 徐兆玄 圖/表 是 

時間 7/9/2016 

連結  https://video.udn.com/news/523143 



 

 

 

 

  

3 不讓愛犬吃屎 他設計智慧狗籠 

媒體 聯合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即時 

記者 陳智華 圖/表 否 

時間 7/9/2016 

連結 http://udn.com/news/story/9/1818081 



 

 
  

4 旺宏金矽獎 清大便、算飼料 智慧狗籠獲獎 

媒體 聯合報 性質/版面 NP/ A7 | 生活 

記者 陳智華 圖/表 是 

時間 7/10/2016 

連結  



 

 

  

5 旺宏半導體競賽 成大團隊勇奪金矽獎 

媒體 民眾日報 性質/版面 NP/ F05 | 雙北新聞 

記者 鍾翠珠 圖/表 是 

時間 7/10/2016 

連結  



 

 

 

  

6 第十六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舉行頒獎典禮 

媒體 中央社即時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訊息平台 

記者  圖/表 是 

時間 7/14/2016 

連結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7201.aspx 



 

 

 

 

 

  

7 交大電機囊括旺宏金矽獎五獎項 成績表現斐然 

媒體 中央社即時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訊息平台 

記者  圖/表 否 

時間 7/14/2016 

連結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7208.aspx 



 

 

 
  

8 國立雲科大榮獲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競賽應用組銅獎 

媒體 大成報(台灣) 性質/版面 Web/體育文化 

記者 張秦華 圖/表 是 

時間 7/14/2016 

連結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20513 



 

 

 

  

9 國立雲科大榮獲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競賽應用組銅獎 

媒體 勁報 性質/版面 Web/體育文化 

記者 張立明 圖/表 是 

時間 7/14/2016 

連結 http://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06967 



 

 

 

  

10 成大團隊勇奪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設計組鑽石大賞 

媒體 中央社即時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訊息平台 

記者  圖/表 是 

時間 7/15/2016 

連結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7271.aspx#.V43ncrh96Ul 



 

 

  

11 旺宏金矽獎 成大奪鑽石大賞 

媒體 中華日報 性質/版面 Web/台南文教 

記者 林雪娟 圖/表 否 

時間 7/15/2016 

連結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105675 



 

 

 

  

12 旺宏金矽獎 成大奪鑽石大賞 

媒體 中華日報 性質/版面 NP/ B06N | 台南文教 

記者 林雪娟 圖/表 否 

時間 7/162016 

連結  



 

 

  

13 台灣/成大團隊勇奪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設計組鑽石大賞 

媒體 中央日報網路報 性質/版面 Web/教育文藝 

記者 蔡清欽 圖/表 是 

時間 7/15/2016 

連結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3759846 



 

 

  

14 第 16 屆旺宏金矽獎 成大團隊勇奪設計組鑽石大賞 

媒體 Etoday 新聞雲 性質/版面 Web/地方 

記者 林悅 圖/表 是 

時間 7/15/2016 

連結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715/735786.htm 



 

 

 

15 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賽頒獎成大團隊奪得鑽石大賞 

媒體 台灣新生報 性質/版面 NP/ 15 | 綜合新聞 

記者 劉春生 圖/表 否 

時間 7/26/2016 

連結  



 

 

 

 

  

16 只要 1 分鐘檢測 交大研發魚肉鮮度即時感測器 

媒體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性質/版面 Web/文教新聞 

記者 徐詠絮 圖/表 是 

時間 8/3/2016 

連結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0223&_sp=detail 



 

 

 

  

17 一分鐘掌控食安！ 交大研發魚肉鮮度即時感測器獲獎 

媒體 台灣·好新聞報 性質/版面 Web/新竹 

記者 季大仁 圖/表 是 

時間 8/3/2016 

連結 http://www.taiwanhot.net/?p=364521 



 

 

  

  

18 水產鮮不鮮 交大鮮度感測器 1 分鐘告訴你 

媒體 台灣蘋果日報網 性質/版面 Web/蘋果即時 

記者 黃羿馨 圖/表 是 

時間 8/3/2016 

連結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60803/921070/%E6%B0%B4%E7%94%A2%E9%AE%AE%E4%B8%8D%E9%AE%AE%E3%80%80%E4%BA%A4

%E5%A4%A7%E9%AE%AE%E5%BA%A6%E6%84%9F%E6%B8%AC%E5%99%A81%E5%88%86%E9%90%98%E5%91%8A%E8%A8%B4%E4%BD%A0 



 

 

 
  

19 只要 1 分鐘檢測魚肉新鮮度！交大新發明 

媒體 自由時報電子報 性質/版面 Web/生活 

記者 洪美秀 圖/表 是 

時間 8/3/2016 

連結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83396 



 

 

 

 

 

20 魚肉鮮不鮮 1 分鐘知道 交大開發 生鮮度檢測器 

媒體 聯合晚報(臺灣) 性質/版面 NP/ A7 | 焦點 

記者 李青霖 圖/表 否 

時間 8/3/2016 

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