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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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6 轎子 王麒麟 40815024 資工三忠 張烽尉 40815026 資工三忠 無

2 第二名 1110099 冰棒棍室內佈置小屋 鄭泓駿 40815015 資工三忠 王麒麟 40815024 資工三忠 無

3 第三名 1110113 彩色長尾夾球 趙順偉 40815004 資工三忠 顏柏羽 40815009 資工三忠 無

4 優等獎-01 1110082 長尾夾機器人 顏柏羽 40815009 資工三忠 趙順偉 40815004 資工三忠 無

5 優等獎-02 1110118 赤狐紙玩偶 張文傑 40902012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周德明

6 優等獎-03 1110096 獨眼惡魔 廖文豪 40802062 機械三忠 詹勳秉 40802076 機械三忠 無

7 優等獎-04 1110090 杯套家具組 謝溫倪 40814034 餐管三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三忠 無

8 優等獎-05 1110068 環保垃圾桶 鄭泓駿 40815015 資工三忠 張烽尉 40815026 資工三忠 無

9 佳作獎-01 1110055 手做衛生紙花 姜萬春 40815008 資工三忠 蔡彥偉 40815012 資工三忠 無

10 佳作獎-02 1110004 Bottle Princess 郭芳旭 40853004 流音二孝 無 無 無 無

11 佳作獎-03 1110095 懸絲人偶 廖文豪 40802062 機械三忠 吳紹鈞 40802061 機械三忠 無

12 佳作獎-04 1110026 三輪車 鄭杏娟 40740022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洪三讚

13 佳作獎-05 1110160 小木屋 甘文渟 4074002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14 佳作獎-06 1110061 冰棒屋 左鎮豪 40715016 資工四仁 莊傑蜚 40715060 資工四仁 林炳辰

15 佳作獎-07 1110084 夜空中最亮的星 吳芯慈 41040029 餐管一忠 蘇緣雄 41040030 餐管一忠 江孟書

16 佳作獎-08 1110132 翱遊天際1.0 周育宏 40815049 資工三忠 無 無 無 葉慶鴻

17 佳作獎-09 1110121 魚 林鈺芹 41014019 餐管一忠 黃宇筠 41014024 餐管一忠 顏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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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佳作獎-10 1110161 單人床 甘文渟 4074002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19 佳作獎-11 1110146 回收紙星星 林志程 40826004 商設三忠 吳清琞 40829011 商設三忠 無

20 佳作獎-12 1110098 雷射雕刻賽亞人 曾厚友 40802067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21 佳作獎-13 1110094 肉粽攤 姜萬春 40815008 資工三忠 蔡彥偉 40815012 資工三忠 無

22 佳作獎-14 1110012 荷塘月色 蕭巧玲 4085002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23 佳作獎-15 1110115 筆筒與檯燈 王勛平 40902008 機械二忠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24 佳作獎-16 1110112 永生，花。 徐劭旻 40724026 化妝四忠 宋如娟 40724013 化妝四忠 無

25 佳作獎-17 1110069 拖地機器人 陳又萍 41050002 餐管一忠 陳韋蓁 41050006 餐管一忠 江孟書

26 佳作獎-18 1110027 面紙盒花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二忠 吳易承 40959010 創新二忠 無

27 佳作獎-19 1110057 帆船 莊淵任 40747063 冷源四孝 陳琮玄 40747045 冷源四孝 無

28 佳作獎-20 1110158 存錢筒 段順生 40802006 機械三忠 翁振家 40802902 機械三忠 無

29 佳作獎-21 1110153 筆筒 蘇威仁 40715033 資工四忠 吳哲宇 40715017 資工四仁 林炳辰

30 佳作獎-22 1110150 雞毛撢子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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