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獎項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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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1070318 寵物鼠洗 吳兆玲 40514077 餐管二孝 無 無 無 施昇昌

2 第二名 1070869 輔助翻身 陳冠瑋 60526019 創新碩二 朱庭宜 60526020 創新碩二 陳玉崗

3 第三名 1070723 便利快扣 王聖方 40502126 機械二忠 洪嘉駿 40502018 機械二忠 王振興

4 優等獎-01 1070699 自动测重 陈雪妹 z0620035 商設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5 優等獎-02 1070324 植.燈 方詩祺 40529017 商設二孝 無 無 無 劉季宗

6 優等獎-03 1070417 電磁鐵槌 李霖昱 40649038 休閒一忠 無 無 無 張美玲

7 優等獎-04 1070552 保溫烤肉 洪暄洋 40502085 機械二孝 曾冠綸 40542005 材料二忠 林明憲

8 優等獎-05 1070006 斑馬線行 徐嘉呈 40432054 休閒三孝 林倚鈴 40432056 休閒三孝 潘恆堯

9 優等獎-06 1070583 爬蟲曬日 李和財 40406004 企管三忠 周家豪 40406014 企管三忠 無

10 優等獎-07 1070622 音悅盒 呂恩儀 40514164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黃瓊慧

11 佳作獎-01 1070001 可以收拾 王淞模 40337041 商設四孝 無 無 無 劉季宗

12 佳作獎-02 1070774 濾掛式咖 李佳豪 40502034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王振興

13 佳作獎-03 1070391 幾分糖匙 蔡孟均 40509023 商設二孝 無 無 無 劉季宗

14 佳作獎-04 1070332 可攜式滴 陳志成 40502080 機械二孝 郭成衛 40502001 機械二孝 林明憲

15 佳作獎-05 1070169 可放包包 楊博翔 40502089 機械二孝 無 無 無 無

16 佳作獎-06 1070904 迷你化妝 劉玫伶 40426016 創新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7 佳作獎-07 1070054 盲人用畫 趙俊凱 40329022 商設四忠 黃郁智 40329021 商設四孝 林純純

18 佳作獎-08 1070672 LED燈造型 陳怡婷 40514007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黃瓊慧

19 佳作獎-09 1070698 腿部锻炼 王志强 z0620006 商設一忠 侯秀玉 z0620036 商設二忠 陳玉崗

20 佳作獎-10 1070833 升降樓房 王蓉蓉 z0620059 資工二忠 無 無 無 謝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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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佳作獎-11 1070867 可剥式餐 漆佳琳 z0620051 商設一忠 無 無 無 劉季宗

22 佳作獎-12 1070693 手动按摩 冯茹 Z0620014 商設二忠 闫新乐 Z0620021 商設二忠 陳玉崗

23 佳作獎-13 1070236 寵物管家 陳姿均 40514089 餐管二孝 無 無 無 施昇昌

24 佳作獎-14 1070159 轉出新鮮 江伯軒 40315048 資工四忠 沈育仁 40315046 資工四忠 蔡政達

25 佳作獎-15 1070809 寵物專用 俞賢龍 40628037 觀英一忠 徐炯民 40328078 觀英四忠 張世鄉

26 佳作獎-16 1070705 包包相框 蘇春軍 Z0620042 商設三忠 賀生平 Z0620038 商設三忠 陳玉崗

27 佳作獎-17 1070713 无尘喷水 穆悦 Z0620053 商設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28 佳作獎-18 1070711 兩用牙刷 王俞翔 40406054 企管三忠 吳欣展 40406030 企管三忠 周萍芬

29 佳作獎-19 1070271 羽球場分 郭振修 40432121 休閒三孝 林子傑 40432009 休閒三孝 張美玲

30 佳作獎-20 1070595 3D立體水 莊淨方 40533036 休閒二孝 曾雨培 40533029 休閒二孝 唐蔚

31 佳作獎-21 1070547 便利收納 艾庭緯 40429035 商設三孝 無 無 無 劉季宗

32 佳作獎-22 1070170 能放咖啡 楊博翔 40502089 機械二孝 無 無 無 無

33 佳作獎-23 1070201 懶人籃球 陳榆芳 40514206 餐管二孝 無 無 無 施昇昌

34 佳作獎-24 1070069 懸掛式單 吳亭禎 40514600 餐管一信 無 無 無 施昇昌

35 佳作獎-25 1070702 貓砂椅 陳怡儒 40314020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36 佳作獎-26 1070837 便携舒适 房丹丹 z0620032 休閒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37 佳作獎-27 1070764 休閒健身 戴澤楓 Z0620054 商設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38 佳作獎-28 1070156 衛浴精靈 沈育仁 40315046 資工四忠 許文豪 40315047 資工四忠 蔡政達

39 佳作獎-29 1070288 寵物自動 陳韋伶 40514066 餐管二孝 蔡尚仁 40514212 餐管二孝 施昇昌

40 佳作獎-30 1070015 防燙熨斗 趙俊凱 40329022 商設四忠 黃郁智 40329021 商設四孝 林純純

附註:為保護同學創意，作品名稱僅公佈部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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