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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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03 多功能花籃 陳宇勝 40615040 資工四忠 曾秉程 40615018 資工四孝 林炳辰

2 1090004 捕夢網 黃諭琳 40614042 餐管四孝 楊閔涵 40614043 餐管四孝 許鈴金

3 1090005 派大星 劉威丞 40905024 電機一忠 許茗宸 40905029 電機一忠 劉堂仁

4 1090006 食物 陳俊良 40640087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5 1090007 貓咪書籤 楊閔涵 4014043 餐管四孝 黃諭琳 40614042 餐管四孝 許鈴金

6 1090008 菱形架 楊閔涵 4014043 餐管四孝 黃諭琳 40614042 餐管四孝 許鈴金

7 1090010 熱氣球 楊東倫 40647024 冷源四忠 周家煜 40647028 冷源四忠 林建南

8 1090012 樹 陳柏融 40647002 冷源四忠 李彥勳 40647008 冷源四忠 彭新志

9 1090013 魚骨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無

10 1090014 飛機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無

11 1090017 月色中的精靈 陳豫 40649002 流音四忠 無 無 無 無

12 1090018 金字塔 黃崇銘 40647005 冷源四忠 何奇耘 40647016 冷源四忠 彭新志

13 1090019 國寶珍珠 洪于鈞 40851003 飛修二忠 張藹莉 40722047 數媒三忠 周德明

14 1090020 男人夢 洪輬祐 40851006 飛修二忠 陳楷謀 40851901 飛修二忠 無

15 1090021 愛情摩天輪 柯建宇 40851051 機械二忠 鄭慶杉 40851049 機械二忠 無

16 1090022 鯊鯊魚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二忠 黃育誠 40851002 飛修二忠 周德明

17 1090023 大樹 林建宏 40602536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18 1090024 向日葵 林建宏 40602536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19 1090025 熱氣球 林建宏 40602536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20 1090026 仙人掌 林建宏 40602536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21 1090029 歡樂兔 賴亭羽 40814038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22 1090030 虎爺帥旗 鍾有樺 40959009 商設一忠 無 無 無 趙嗣強

23 1090031 麥當勞薯條 林弘翔 40905015 電機一忠 陳冠圻 40905016 電機一忠 劉堂仁

24 1090032 皮 卡 丘 江鼎平 40905013 電機一忠 李思愷 40905014 電光一忠 劉堂仁

25 1090033 鑰匙圈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無

26 1090034 鳥籠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林盈宏 40602509 機械四信 無

27 1090035 捕夢網 張怡婷 40814006 餐管二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二忠 丁永強

28 1090039 母愛 林柏融 40702016 機械三忠 呂冠緯 40702015 機械三忠 無

29 1090040 鯉 張嘉翰 40615901 資工四忠 無 無 無 無

30 1090041 心花怒放 王沛翎 40714045 餐管三孝 朱柏勳 40626010 行銷四忠 洪三讚

31 1090042 木琴的藝術 王沛翎 40714045 餐管三孝 朱柏勳 40626010 行銷四忠 洪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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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90043 職人工具組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二忠 許豐鉅 40851004 飛修二忠 無

33 1090047 檯燈 鄭鈺憲 40722016 數媒三忠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三忠 曾芷陵

34 1090048 花瓶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三忠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三忠 曾芷陵

35 1090049 櫻花樹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36 1090050 耳飾層架 鄭鈺憲 40722016 數媒三忠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三忠 曾芷陵

37 1090051 城堡杯墊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三忠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三忠 曾芷陵

38 1090052 心中有家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39 1090053 做個好夢！ 黃可晴 40814026 餐管二忠 蔡葦柔 40814003 餐管二忠 丁永強

40 1090054 椅子盆栽架 吳淑玲 40640018 餐管四孝 李珮綺 40614024 餐管四孝 無

41 1090055 小籃子 吳淑玲 40640018 餐管四孝 李珮綺 40614024 餐管四孝 無

42 1090057 手機支架 李湟惟 40617902 行銷四忠 王萬琦 40617022 行銷四忠 無

43 1090058 筆筒 李湟惟 40617902 行銷四忠 王萬琦 40617022 行銷四忠 無

44 1090059 生命樹 許凱庭 40815013 資工二忠 林汶穎 40815016 資工二忠 無

45 1090060 熱氣球 何豔真 40715056 資工三仁 黃心俞 40815055 資工三仁 無

46 1090061 自由日之羊 歐陽文羿 40614001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許維屏

47 1090062 鋁線盆栽提籃 陳勇佑 40814008 餐管二忠 蘇宜弘 40814028 餐管二忠 無

48 1090063 吊籃型花架 鄭鈺澂 40602533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49 1090065 籠子 鄭鈺澂 40602533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50 1090066 三輪車花器 鄭鈺澂 40602533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51 1090067 AKM 李正賢 40615046 資工四忠 黃國軒 40615015 資工四忠 林炳辰

52 1090068 M4A1 李正賢 40615046 資工四忠 黃國軒 40615015 資工四忠 林炳辰

53 1090069 GROZA 李正賢 40615046 資工四忠 黃國軒 40615015 資工四忠 林炳辰

54 1090070 AWP 李正賢 40615046 資工四忠 黃國軒 40615015 資工四忠 林炳辰

55 1090071 年年有餘(魚) 陳傑豪 40605017 電機四孝 賴聖崴 40605016 電機四孝 劉堂仁

56 1090072 小垃圾桶 蘇鉑原 40605024 電機四孝 李政億 40605035 電機四孝 陳國光

57 1090075 豹紋守宮 張良慶 40605032 電機四孝 葉嘉福 40605034 電機四孝 陳國光

58 1090076 太陽 蘇鉑原 40605024 電機四孝 李政億 40605035 電機四孝 陳國光

59 1090080 時鐘 李政億 40605035 電機四孝 蘇鉑原 40605024 電機四孝 陳國光

60 1090082 球蟒 張良慶 40605032 電機四孝 葉嘉福 40605034 電機四孝 陳國光

61 1090083 板手 李政億 40605035 電機四孝 蘇鉑原 40605024 電機四孝 陳國光

62 1090089 飲料手提袋 陳品丞 40605019 電機四孝 朱四正 40605023 電機四孝 陳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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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090091 形狀 陳冠佑 40605026 電機四孝 無 無 無 陳國光

64 1090092 琴音之生 梅藝薰 40822006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65 1090093 鈴噹 李珮綺 40614024 餐管四孝 吳淑玲 40640018 餐管四孝 無

66 1090094 童年 池舒芳 40822010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67 1090095 心の願望 梅藝薰 40822006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68 1090096 優雅 池舒芳 40822010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69 1090097 網球拍 郭祐妏 40822035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70 1090098 滑板車 郭祐妏 40822035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71 1090099 Pandora box 洪秀僅 40822011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72 1090100 軀殼 陳泯薰 40822901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73 1090101 HEART 洪秀僅 40822011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74 1090102 皇冠 陳泯薰 40822901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75 1090103 Forget and discard 梅藝薰 40822006 數媒二忠 池舒芳 40822010 數媒二忠 陳玉崗

76 1090105 有毒的愛 Toxic love 鍾明福 40806008 行銷二忠 鍾明喜 40806009 行銷二忠 林素吟

77 1090106 陶醉 陳豫 40649002 流音四忠 無 無 無 無

78 1090109 神秘黑貓 許李文 40607003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79 1090110 心之提籃 許李文 40607003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0 1090112 捕夢網 許李文 40607003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1 1090113 紅櫻 許李文 40607003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2 1090114 耳夾式耳環 楊雅涵 40606025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3 1090115 花盆小提籃 楊雅涵 40606025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4 1090116 捲筒式衛生紙架 楊雅涵 40606025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85 1090117 燈塔 張佑菖 40647007 冷源四忠 方昱盛 40647015 冷源四忠 彭新志

86 1090118 音樂家族 陳薏滋 40924011 妝管一忠 魏佩萱 40924010 妝管一忠 無

87 1090119 愛是什麼 魏佩萱 40924010 妝管一忠 陳薏滋 40924011 妝管一忠 無

88 1090120 兩隻駱駝的故事 王沛緹 40959003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89 1090121 花飾 王沛緹 40959003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90 1090122 眼鏡蛇 吳易承 40959010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91 1090123 划龍舟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92 1090124 魚 陳亦廷 40959001 商設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93 1090125 風鈴花精靈 林芊姿 40959004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曾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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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090126 滑鼠線夾 黃建宏 40851029 飛修二忠 王聖東 40851025 飛修二忠 無

95 1090128 向日葵 游欣芸 40814035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96 1090129 愛麗絲中的松鼠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二忠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二忠 江孟書

97 1090131 向日葵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二忠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二忠 江孟書

98 1090132 金鉤環 張偉祥 40817048 行銷二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99 1090133 長遠 曾筱茜 40624018 妝管四忠 王伊真 40624002 妝管四忠 陳柏翰

100 1090134 綻放 曾筱茜 40624018 妝管四忠 無 無 無 陳柏翰

101 1090137 腳踏車 張嘉翰 40615901 資工四忠 無 無 無 無

102 1090140 聖誕樹桌上型擺飾 謝懷珍 40606027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103 1090141 迷你搖籃 謝懷珍 40606027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104 1090142 貓咪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二忠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05 1090143 電風扇 吳紹鈞 40802061 機械二忠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二忠 無

106 1090144 皮卡丘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二忠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07 1090145 吊椅 陳泓銘 40817029 行銷二忠 蔡采珉 40817030 行銷二忠 林素吟

108 1090146 牛糞上的花 吳愷璋 40817036 行銷二忠 許吉旺 40817040 行銷二忠 林素吟

109 1090147 章魚 張晏維 40817903 行銷二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110 1090148 愛之椅 朱美芳 40817041 企管二忠 王珮瑜 40849002 行銷二忠 林素吟

111 1090151 盪鞦韆 陳盈君 40814022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112 1090152 愛心筆筒掛勾 呂泓霏 40814017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113 1090153 夢想之船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無

114 1090154 天秤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無

115 1090155 小元宝 钱庄 4054012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黃瓊慧

116 1090156 小老鼠 钱庄 4054012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黃瓊慧

117 1090157 鱼 钱庄 4054012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黃瓊慧

118 1090158 大黄狗 钱庄 4054012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黃瓊慧

119 1090159 鋁線摩天輪 謝杰翰 40646069 多遊四孝 無 無 無 周萍芬

120 1090162 鞦韆吊椅 謝杰翰 40646069 多遊四孝 無 無 無 周萍芬

121 1090164 天馬行空 陳宛鈴 40824010 行銷二忠 王聖方 60902005 機械碩一 林素吟

122 1090165 鳥籠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二忠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23 1090166 牆上的藝術掛勾 陳叡毅 40614096 餐管四孝 廖沛慈 40614048 餐管四孝 許鈴金

124 1090167 自由鳥籠的鳥 陳叡毅 40614096 餐管四孝 廖沛慈 40614048 餐管四孝 許鈴金

第 4 頁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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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科技大學　2020年鋁線創意設計競賽-材料補助名單

材料領取日期：11月13日(五)至11月23日(一)

材料領取地點：三德樓9F-三創教育中心

繳交鋁線作品日期：11月13日(五)至11月23日(一)

125 1090168 水果籃 陳叡毅 40614096 餐管四孝 廖沛慈 40614048 餐管四孝 許鈴金

126 1090170 雞 陳雅琳 40614052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27 1090172 電風扇 陳雅琳 40614052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28 1090173 回憶摩天輪 謝溫倪 40814034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無

129 1090174 承載夢想 謝溫倪 40814034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無

130 1090177 口紅收納掛盒 蔡佳妤 40640036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李尚穗

131 1090178 籠中鳥 楊志豪 40702009 機械三忠 韓耀穎 40702039 機械三忠 無

132 1090179 幸運的相框 林欣沂 40822040 數媒二忠 林欣昱 40846055 多遊二忠 陳玉崗

133 1090180 音樂時鐘 林欣沂 40822040 數媒二忠 林欣昱 40846055 多遊二忠 陳逸謙

134 1090181 夢罟 何俞萱 40822023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5 1090182 向日葵 何俞萱 40822023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136 1090183 永生花 何俞萱 40822023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7 1090185 飛船 陳君如 40717043 行銷三忠 王聖方 60902005 機械碩一 王振興

138 1090189 蠟燭臺 邱蒙之 40533905 休閒延修修 無 無 無 無

139 1090193 樹苗 林柏融 40702016 機械三忠 呂冠緯 40702015 機械三忠 無

140 1090194 輪椅 林柏融 40702016 機械三忠 呂冠緯 40702015 機械三忠 無

141 1090195 快樂熊 李宛真 40822024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142 1090196 嫩芽 賴勁丞 40750003 餐管三忠 陳泯諭 40750012 餐管三忠 無

143 1090197
金鑰橋Golden key

bridge
陳柏成 40817014 行銷二忠 黃春紅 40817045 行銷二忠 林素吟

144 1090198 生存危機 杜則諺 40740062 餐管三忠 沈嘉豪 40750041 餐管三忠 無

145 1090199 洋污 杜則諺 40740062 餐管三忠 沈嘉豪 40750041 餐管三忠 無

146 1090200 捕夢網 張家嘉 40814042 餐管二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二忠 無

147 1090201 小盆栽架 廖思晴 40840017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丁永強

148 1090202 披星載月 韓耀穎 40702039 機械三忠 韓耀清 40822032 數媒二忠 無

149 1090206 植物裝置藝術 蔡景丞 40702028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0 1090208 鋁線垃圾桶 蔡景丞 40702028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1 1090209 斬斷魯蛇 林恩賢 40702012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2 1090210 被囚禁的手機 林恩賢 40702012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3 1090211 購物籃盆栽架 何宗育 40702013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朱弋鵬

154 1090212 羅漢松 陳泯諭 40750012 餐管三忠 賴勁丞 40750003 餐管三忠 無

155 1090213 龍魚 林承葆 40750015 餐管三忠 饒宜軒 40750013 餐管三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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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090218 飛龍在天 張家瓏 4075000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7 1090219 無限列車 張家瓏 4075000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8 1090220 菊之美 饒宜軒 40750013 餐管三忠 林承葆 40750015 餐管三忠 無

159 1090221 綿羊 張晏維 40817903 行銷二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160 1090223 幸運 謝鈞任 40814020 餐管二忠 陳冠儼 40814903 餐管二忠 丁永強

161 1090225 玫瑰 李宜芳 40817028 行銷二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162 1090230 公主皇冠 力欣如 40822002 多遊二忠 無 無 無 邱郁文

163 1090233 角色裝飾 林語娟 40822007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64 1090235 多功能掛衣架 陳俊霖 40814039 餐管二忠 杜宥衡 40814024 餐管二忠 丁永強

165 1090239 椅子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二忠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66 1090240 飾品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二忠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67 1090242 龍貓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二忠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68 1090243 捕夢網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二忠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69 1090245 兒時回憶 郭玟欣 40822009 數媒二忠 黃莉嘉 40849004 流音二忠 陳玉崗

170 1090247 髮箍 孔怡馨 40822004 數媒二忠 姜萬春 40815008 資工二忠 陳玉崗

171 1090249 希望 張家嘉 40814042 餐管二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二忠 無

172 1090250
心椰鋁線耳環飾品收

納架
謝敏玲 40706031 企管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73 1090251 不同於我 李建宏 40702060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74 1090252 突破 李建宏 40702060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75 1090253 燭台燈架 徐嘉宏 40850041 餐管二忠 杜孟修 40850038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76 1090254 立體感 陳冠佑 40605026 機械四孝 無 無 無 陳國光

177 1090255 獨角仙 吳冠毅 40959008 商設一忠 藍楷翔 40909002 工設一忠 趙嗣強

178 1090256 飾物衣櫥 張家嘉 40814042 餐管二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二忠 無

179 1090257 玫瑰少年 楊後威 40715039 資工三忠 張庭宇 40715041 資工三忠 林炳辰

180 1090258 龍貓 楊後威 40715039 資工三忠 張庭宇 40715041 資工三忠 林炳辰

181 1090259 海洋萬聖變裝派對 李家漳 40750047 餐管三忠 顏湘瑩 40740093 餐管三忠 無

182 1090260 冰山一角? 李家漳 40750047 餐管三忠 顏湘瑩 40740093 餐管三忠 無

183 1090261 路燈 吳志緯 40847017 冷源二忠 陳柏睿 40847018 冷源二忠 楊永雯

184 1090262 燭台 陳柏睿 40847018 冷源二忠 吳志緯 40847017 冷源二忠 楊永雯

185 1090263 海洋的守護神 許展溢 40847046 冷源二忠 劉志揚 40847041 冷源二忠 楊永雯

186 1090264 生生不息 許展溢 40847046 冷源二忠 劉志揚 40847041 冷源二忠 楊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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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090265 水壺 石亦峻 40715031 資工三忠 黃嘉鋐 40715030 資工三忠 王善揚

188 1090266 機器人 林君諺 40540073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189 1090267 藝術花架 劉沂叡 40502901 機械四忠 無 無 無 鄭博仁

190 1090268 燈籠 林君諺 40540073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191 1090269 龍 林君諺 40540073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192 1090270 多拉A夢 林君諺 40540073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193 1090271 樹 黃嘉鋐 40715030 資工三忠 石亦峻 40715031 資工三忠 無

194 1090273 湯匙 柯宗佑 40847023 冷源二忠 賴仕杰 40847048 冷源二忠 楊永雯

195 1090275 安平古堡 吳桂櫻 40629008 商設四忠 無 無 無 無

196 1090276 牛肉麵 吳桂櫻 40629008 商設四忠 無 無 無 無

197 1090277 茶壺 洪煒傑 40959007 創新一忠 無 無 無 趙嗣強

198 1090279 多功能杯架 方弘傑 40615038 資工四孝 無 無 無 林炳辰

199 1090281 手機架 方弘傑 40615038 資工四孝 無 無 無 林炳辰

200 1090282 紅頭山雀 蔡秉林 40609017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王世杰

201 1090283 樹 賴仕杰 40847048 冷源二忠 柯宗佑 40847023 冷源二忠 楊永雯

202 1090284 手機殼 方弘傑 40615038 資工四孝 無 無 無 林炳辰

203 1090287 Q版機械狗 林天宇 40608004 自控四忠 無 無 無 無

204 1090288 動物 沈柏芳 40445004 休閒延修 無 無 無 無

205 1090289 動物 沈柏芳 40445004 休閒延修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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