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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顯示前1-4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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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8 毛小孩吸 吳餅謙 40846905 多遊四忠 劉家宏 40818015 休閒四忠 無

2 1110017 多功能型 林旻寬 40851906 飛修四忠 無 無 無 無

3 1110019 懶人椅 林旻寬 40851906 飛修四忠 無 無 無 無

4 1110027 鍵盤俠 王俊皓 40902023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5 1110029 懶人五感 盧乃愛 61159023 行銷碩一 柳清好 61159016 行銷碩一 陳玉崗

6 1110030 背心外套 姜瑋鴻 41047007 冷源二忠 杜維廷 41047015 冷源二忠 陳玉崗

7 1110034 自動遛寵 東澤仕 40853012 休閒四忠 曾伯恩 40851015 休閒四忠 張美玲

8 1110036 吸盤式門 王士維 4061406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9 1110037 移動式自 王士維 40614069 餐管延修 無 無 無 無

10 1110043 摺疊收納 蔡孟蒓 40840004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1 1110044 多功能砧 黃琮淯 40840052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2 1110054 小刀 崔承豪 41051029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 1110069 木藥盒 趙詠嫻 40829003 商設四忠 蘇純慧 40848002 工設四忠 無

14 1110070 睡眠甦醒 東澤仕 40853012 休閒四忠 曾伯恩 40851015 休閒四忠 張美玲

15 1110083 背包音響 李承勳 41051026 飛修二忠 陳聖中 41051013 飛修二忠 陳玉崗

16 1110084 移動式風 陳逸為 41047003 冷源二忠 杜維廷 41047015 冷源二忠 陳玉崗

17 1110088 可以自己 李致錦 41051011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8 1110093 恐龍造型 鄧芷柔 40951901 飛修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9 1110095 電子衛生 李依柔 41046006 多遊二忠 蔡孟晴 41046007 多遊二忠 顏郁人

20 1110098 恐龍充電 張冠揚 41046013 多遊二忠 張家瑋 41046014 多遊二忠 顏郁人

21 1110105 酒精打火 廖偉翔 41002006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22 1110117 橡皮擦刷 趙詠嫻 40829003 商設四忠 蘇純慧 40848002 工設四忠 無

23 1110121 可調式圓 李忠軒 60959053 創新碩延修 無 無 無 陳玉崗

24 1110126 All-m-On 姜仁圭 41017015 行銷四忠 無 無 無 張世鄉

25 1110127 涼涼的好 姜仁圭 41017015 行銷四忠 無 無 無 張世鄉

26 1110132 泡麵放水 許澤宇 40851042 飛修四忠 王靖維 40851023 飛修四忠 龔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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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110133 露營免插 倪健舜 40947901 冷源三忠 方冠侖 40947068 冷源三忠 沈銘秋

28 1110134 拆裝式充 許澤宇 40851042 飛修四忠 王靖維 40851023 飛修四忠 龔傑

29 1110150 鏡子燙衣 林毓亨 40851038 飛修四忠 林敬聖 40851048 飛修四忠 無

30 1110151 雨中漫步 林毓亨 40851038 飛修四忠 林敬聖 40851048 飛修四忠 無

31 1110154 多功能登 羅嘉翔 40947053 冷源三忠 無 無 無 無

32 1110155 長頸鹿馬 林語娟 40822007 數媒四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33 1110161 眼鏡框手 吳棠緯 40815045 資工四忠 吳宜駿 40946033 多遊三忠 無

34 1110164 螢光羽毛 吳棠緯 40815045 資工四忠 吳宜駿 40946033 多遊三忠 無

35 1110172 檯燈風扇 潘思燕 41002011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36 1110173 多功能衛 潘思燕 41002011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37 1110174 二合一酒 潘思燕 41002011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38 1110181 摺疊傘燈 卓昭佑 40815036 資工四忠 廖鈺鎧 40815043 資工四忠 蘇進東

39 1110183 湯匙 洪秀僅 40822011 數媒四忠 池舒芳 40822010 數媒四忠 無

40 1110189 外出型折 李姿玲 61159022 創新碩一 盧乃愛 61159023 創新碩一 陳玉崗

41 1110190 筆記腕帶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四忠 黃建宏 40851029 飛修四忠 無

42 1110191 不沾手奶 張弼旻 40950902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43 1110192 口袋薯 張弼旻 40950902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44 1110194 寵物外出 張弼旻 40950902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45 1110196 摺疊躺椅 盧乃愛 61159023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46 1110197 種子收集 王清松 40809007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47 1110204 房疫樓層 郭子綺 41014009 餐管二忠 黃宇筠 41014024 餐管二忠 吳敏萍

48 1110205 湯匙漏勺 蔡葦柔 40814003 餐管四忠 郭貝薏 40814044 餐管四忠 無

49 1110207 不需用手 楊鴻璋 40802060 機械四忠 無 無 無 無

50 1110213 抓背T-Sh 黃祿涵 40818904 休閒四忠 無 無 無 無

51 1110217 顯示隨身 曾寶儀 40733901 休閒四忠 無 無 無 劉小曼

52 1110219 一體式收 曾寶儀 40733901 休閒四忠 張志華 40818013 休閒四忠 周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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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110220 地墊拖鞋 曾寶儀 40733901 休閒四忠 張志華 40818013 休閒四忠 王月雲

54 1110223 可防身二 王芷芸 41024012 妝管二忠 無 無 無 江孟書

55 1110225 藍芽電梯 賴柏文 40947060 冷源三忠 倪健舜 40947901 冷源三忠 沈銘秋

56 1110228 藍芽手套 王家宏 40818011 休閒四忠 王韋凱 40818007 休閒四忠 無

57 1110232 消毒機器 龍冠廷 40809006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58 1110235 黑板筆板 黃建宏 40851029 飛修四忠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四忠 無

59 1110236 電腦投影 龍冠廷 40809006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60 1110238 桌電型折 龍冠廷 40809006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61 1110239 全方位蓮 汪翰 40818034 休閒四忠 蕭晉順 40818004 休閒四忠 王月雲

62 1110244 ㄇ字形電 伍宇欣 41018068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63 1110246 翻轉咖啡 鄧宇傑 40822003 數媒四忠 無 無 無 郭明達

64 1110258 鈕扣鞋帶 劉家宏 40818015 休閒四忠 蘇裕翔 40818051 休閒四忠 無

65 1110267 機車伸縮 余承勳 40815018 資工四忠 鄭泓駿 40815015 資工四忠 蘇進東

66 1110270 曬衣繩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四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四忠 蔡俊欽

67 1110286 蟹蟹光臨 何冠瑩 61059005 創新碩二 邱棠莉 6105901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68 1110289 免接觸感 余承勳 40815018 資工四忠 鄭泓駿 40815015 資工四忠 蘇進東

69 1110290 防指垢滑 余承勳 40815018 資工四忠 鄭泓駿 40815015 資工四忠 蘇進東

70 1110293 沾醬薯條 張欣筠 40950007 餐管三忠 賴憲樟 40846012 多遊四孝 林秀穎

71 1110308 護目鏡的 黃尚傑 40847030 冷源四忠 張宇杰 40847021 冷源四忠 蔡俊欽

72 1110317 真環保杯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四忠 曹詔祁 40847007 冷源四忠 無

73 1110318 矽膠環保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四忠 曹詔祈 40847007 冷源四忠 無

74 1110319 環保水煙 黃柏愷 40815002 資工四忠 洪士忠 40815903 資工四忠 蘇進東

75 1110321 鸚鵡飼料 林晏如 41024901 妝管二忠 謝紫婕 41024013 妝管二忠 江孟書

76 1110326 畫框收束 黃詠翔 40846065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77 1110327 草捆拖車 黃詠翔 40846065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林素吟

78 1110329 寵物藍芽 林詠欣 41024004 妝管二忠 陳宥伶 41024002 妝管二忠 江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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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110339 伸縮收納 洪思祤 40840027 餐管四忠 林昱嘉 40840028 餐管四忠 無

80 1110349 電源延長 林瑋豪 41102011 機械一忠 陳正軒 41102001 機械一忠 朱弋鵬

81 1110356 捲尺造型 龍冠廷 40809006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82 1110365 磁吸指示 黃雅琳 40917016 行銷三忠 張國賢 40917017 行銷三忠 柴康偉

83 1110367 可指示方 黃雅琳 40917016 行銷三忠 張國賢 40917017 行銷三忠 柴康偉

84 1110369 果皮收集 林彥甫 40809902 工設四忠 廖庭慶 40809013 工設四忠 無

85 1110375 帶吸管的 陳邑銓 40809004 工設四忠 無 無 無 林松義

86 1110383 槓鈴手機 李佳怡 40746039 多遊延修 彭梓軒 40746028 多遊延修 顏郁人

87 1110386 充電式多 張智軒 40814005 餐管四忠 盧秉宏 40814027 餐管四忠 無

88 1110391 落葉蒐集 劉哲雁 40847026 冷源四忠 黃光宇 40802010 資工四忠 無

89 1110392 冷媒系統 劉哲雁 40847026 冷源四忠 黃光宇 40802010 資工四忠 無

90 1110399 多功能機 黃晢文 61102002 機械一忠 無 無 無 王振興

91 1110403 拐杖噴灑 林天祐 41051006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92 1110404 可停斜面 鄭閔文 41146020 多遊一忠 吳漢陽 41102012 機械一忠 無

93 1110405 酒精喇叭 洪品譽 40822045 飛修四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94 1110406 T型輕便 蔡東錦 D61059002 創新碩二 邱棠莉 D6105901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95 1110419 安全輔具 謝敏玲 61159007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96 1110423 環保玻璃 江建樺 40846053 多遊四孝 陳永濬 40846059 多遊四孝 無

97 1110430 電熱鞋 邱景賢 41051022 飛修二忠 賴冠豪 40918038 妝管三忠 陳玉崗

98 1110433 銀髮族感 邱棠莉 61059017 創新碩二 蔡東錦 61059002 創新碩二 陳玉崗

99 1110434 雷射筆寫 林展賢 41047011 冷源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00 1110436 安全帽鏡 梁宇皓 40805022 電機四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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