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獎項 隊伍編號 作品名稱 學生1姓名 學生1學號 學生1班級 學生2姓名 學生2學號 學生2班級 指導老師

1 第一名 1080014 殞落 李家毓 40509005 工設四孝 王薰瑩 40509004 工設四孝 無

2 第二名 1080005 幻狩 謝至剛 40505020 電機四忠 陳定國 40505041 電機四忠 無

3 第三名 1080103 熟悉的廟宇 田心蘋 40517011 行銷四忠 鄭慧玉 40517004 行銷四忠 柴康偉

4 優等獎-01 1080155 我心中的那陀鹿 王柏彥 40750032 餐管二忠 蔡富雅 40740042 餐管二忠 謝哲人

5 優等獎-02 1080153 被侷限的愛 王詣 40740049 餐管二忠 陳冠佑 40740072 餐管二忠 謝哲人

6 優等獎-03 1080084 生機盎然 蔣安 40740067 餐管二孝 無 無 無 顏郁人

7 優等獎-04 1080016 琉璃之光 王怡茹 40514162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8 優等獎-05 1080154 想成為羚羊的山羊 王詣 40740049 餐管二忠 陳冠佑 40740072 餐管二忠 謝哲人

9 佳作獎-01 1080013 歸途 黃邦睿 40509007 工設四孝 楊智翔 40509006 工設四孝 無

10 佳作獎-02 1080197 青出魚籃 池舒芳 40822010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11 佳作獎-03 1080151 衣櫃 王昱晶 40877030 觀英一忠 無 無 無 徐定華

12 佳作獎-04 1080070 吞噬的地球 高翊瑄 40714034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13 佳作獎-05 1080059 太陽花下的舞會 吳鵬飛 40846063 多遊一孝 吳虹偉 40846064 多遊一孝 趙嗣強

14 佳作獎-06 1080095 冠冕 吳嘉恩 40515057 資工四忠 陳信喬 40515050 資工四忠 蔡政達

15 佳作獎-07 1080065 森愛系列花環 梅藝薰 40822006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16 佳作獎-08 1080111 貴賓狗 田釬呈 40648003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17 佳作獎-09 1080066 豬的冷知識 林汶穎 40815016 資工一忠 許凱庭 40815013 資工一忠 葉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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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佳作獎-10 1080085 永恆 張仲崴 40714037 餐管二忠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二忠 丁永強

19 佳作獎-11 1080184 捉夢 陳昀尉 40740029 餐管二忠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二忠 謝哲人

20 佳作獎-12 1080142 羽球人生 周柏宏 40530016 多遊四忠 林宜楷 40530023 多遊四忠 無

21 佳作獎-13 1080058 籠中之蝶 陳彥志 40853047 多遊一孝 無 無 無 趙嗣強

22 佳作獎-14 1080072 桌椅 翁凡涵 40714050 餐管二忠 方嘉欣 40714057 餐管二忠 丁永強

23 佳作獎-15 1080137 生命 陳泯薰 Z0810042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24 佳作獎-16 1080148 腳踏車 王昱晴 40877029 觀英一忠 無 無 無 徐定華

25 佳作獎-17 1080132 小籃子 王國泰 40608029 自控三忠 無 無 無 楊錫凱

26 佳作獎-18 1080064 賓士娃娃車 郭玟欣 40822009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27 佳作獎-19 1080128 蜻蜓 馬詠歆 40629019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劉季宗

28 佳作獎-20 1080097 南瓜馬車 伍家佑 40536022 工設四忠 林煜璋 40536012 工設四忠 無

29 佳作獎-21 1080052 接納 高子淯 40853045 多遊一孝 無 無 無 趙嗣強

30 佳作獎-22 1080021 花花世界 蘇宏翔 40714031 餐管二孝 張芹鳳 40740003 餐管二孝 顏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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