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作品編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指導老師 作品名稱

第一名 980317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碩二 莊庭杰 劉志成 改良式XX

徐偉軒

吳家偉

第二名 980350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碩一 吳義祥 陳玉崗 行動XX車

第三名 980103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甲 張庭華 陳玉崗 收納式X架

周俊泓

顏鳳儀

第三名 980316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碩二 莊庭杰 劉志成 可調式自行車XXX

優等 980031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甲 倪烱倫 施昇昌 簡易XX衛生蓋

創新碩一 賴柏穎

創新一忠 謝君利

優等 980106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甲 李明倫 施昇昌 夜用XX

林文琪

李冠儀

佳作 980101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甲 蔡禮安 施昇昌 溫度感測XX頭

陳俊良

徐浩哲

佳作 980067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一忠 陳澐 陳逸謙 後XX旋轉器

佳作 980366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二孝 蔡元順 陳玉崗 多功能海上XX瓶

電應碩一 柯貴登

應外四忠 蕭玟伶

佳作 980141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孝 許銘浚 李國龍 快樂起床

佳作 980262 遠東科技大學 夜電二孝 田明弘 便攜帶XX刷

佳作 980174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甲 趙韋竣 陳玉崗 太陽能XX

佳作 980306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忠 張博明 謝盛文 多功能XX

周俊泓

林慧君

黃庭偉

洪靖雯

佳作 980092 遠東科技大學 妝管二忠 鄭乃菁 楊永雯 伸縮XX

電應碩一 柯貴登

應外四忠 蕭玟伶

佳作 980369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甲 吳俊璋 陳玉崗 風力旋轉XX架

佳作 980169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甲 徐汶汶 施昇昌 XX盒清便器

佳作 980149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二忠 賴弘哲 施昇昌 拉鍊XXX

佳作 980086 遠東科技大學 妝管二忠 范雅婷 楊永雯 旋轉式XX棒

佳作 980117 遠東科技大學 妝管二忠 楊孟芸 楊永雯 電動XX梳

佳作 980119 遠東科技大學 妝管二忠 何惠君 楊永雯 面膜輔助XX器

佳作 980044 遠東科技大學 電機二孝 張育銘 陳玉崗 旋轉式XX頭

佳作 980157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二忠 陳昱儒 施昇昌 清潔與清洗兩用X

佳作 980194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一忠 曾淑婷 陳逸謙 XX勺子

佳作 980189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甲 許佩紋 陳玉崗 XX踏步機

佳作 980216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二忠 鄭琮民 施昇昌 小型XX燈

蘇昱齊

郭哲宏

廖振宇

張珀瑋

佳作 980035 遠東科技大學 電機二孝 王彥樺 陳玉崗 剝X器

佳作 980071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一忠 何佩瑜 陳逸謙 變溫XX

謝哲人 XX警示系統

佳作 980230

佳作 980392 遠東科技大學 資工二忠

遠東科技大學 資工二孝

王世杰 多孔性XX杯墊

具警示功能之安心XX

趙嗣強 收納式小XX

佳作 980003 遠東科技大學 龔傑

佳作 980404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三孝

多功能潤XX

佳作 980302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碩一 劉志成 自動補充捲筒XXX盒

佳作 980001 遠東科技大學 龔傑

謝哲人 藏有螺絲起子的XX

佳作 980327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三忠 王世杰 疏密兩X梳

優等 980201 遠東科技大學 資工二忠

李國龍 不倒翁XX錐

優等 980288 遠東科技大學 陳禎祥 攜帶式XX組

第三名 980300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碩一

2009年第九屆遠東盃創意構思競賽獲獎名單

第二名 980397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三忠 詹添印 浮球式自動XX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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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第九屆遠東盃創意構思競賽獲獎名單

佳作 980023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三甲 林依蕾 施昇昌 吹X一次搞定

佳作 980285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一忠 薛卉容 陳逸謙 自動消毒的XX

佳作 980177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甲 李太和 龔傑 具創意機構之XX器

佳作 980128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碩一 吳宗韓 劉志成 可XX之鞋子

佳作 980096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二忠 吳健豪 施昇昌 領隊XX

佳作 980018 遠東科技大學 電應四忠 謝宜帆 李國龍 多功能XX車

佳作 980148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二忠 杜柏泯 施昇昌 雷射XX

佳作 980098 遠東科技大學 資工三孝 黃湘清 伸縮組合型人體工學XX

佳作 980114 遠東科技大學 妝管二忠 陸緒正 楊永雯 插頭XX袋

許任宏

楊尚朋

佳作 980078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一忠 羅元邑 陳逸謙 好神XX

佳作 980354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碩一 吳義祥 陳玉崗 X筆

林俊圻 藍芽防漏接XX佳作 980254 遠東科技大學 資管一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