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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26 蔡其宏 心臟血管系統之非線性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49 周敬智 心臟血管系統之非線性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50 藍兆淞 心臟血管系統之非線性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51 程威瑜 心臟血管系統之非線性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21 邱柏盛 壓力缸帽頭受壓之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31 蔡士文 壓力缸帽頭受壓之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78 王聖傑 壓力缸帽頭受壓之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80 王譯頡 壓力缸帽頭受壓之分析
力學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97 陳信安 壓力缸帽頭受壓之分析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15 石周平 創意綠能與高速質點解析之技術研發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61 曾旭峰 創意綠能與高速質點解析之技術研發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15 李岳霖 創意綠能與高速質點解析之技術研發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32 李瑞東 創意綠能與高速質點解析之技術研發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11 蔡元順 創意綠能與高速質點解析之技術研發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28 姚以亮 熱處理氣氛之露點測定用露點杯研製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29 薛勝鴻 熱處理氣氛之露點測定用露點杯研製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87 陳宜謙 熱處理氣氛之露點測定用露點杯研製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31 張哲川 熱處理氣氛之露點測定用露點杯研製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16062 奚賢華 熱處理氣氛之露點測定用露點杯研製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46 楊士賢 遠紅外陶瓷之製作與應用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81 林凱翔 遠紅外陶瓷之製作與應用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96 黃亞峯 遠紅外陶瓷之製作與應用
材料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113 蔡政琨 遠紅外陶瓷之製作與應用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33 李意婷 方便行李箱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34 黃千銀 方便行李箱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95 王聖評 方便行李箱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114 翁鉦程 方便行李箱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23 林信瀚 減速機與旋轉幫浦研究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68 許翔睿 減速機與旋轉幫浦研究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94 鄺奕綸 減速機與旋轉幫浦研究
電腦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121 謝明松 減速機與旋轉幫浦研究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04 康豐麒 3D機構模擬應用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14 林泯宏 3D機構模擬應用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64 詹志楷 3D機構模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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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03 陳宏儒 3D機構模擬應用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29 余鴻昌 3D機構模擬應用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41 吳怡穎 日內瓦機構設計與分析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52 林宗霖 日內瓦機構設計與分析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83 郭威旻 日內瓦機構設計與分析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127 廖振源 日內瓦機構設計與分析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602007 余嘉昇 噴嘴應用於散熱鯺片之溫度量測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71 陳冠綺 噴嘴應用於散熱鯺片之溫度量測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75 許漢文 噴嘴應用於散熱鯺片之溫度量測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30 張恒睿 噴嘴應用於散熱鯺片之溫度量測
製造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138 林郁哲 噴嘴應用於散熱鯺片之溫度量測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17 孟慶晏 低溫熱電轉換裝置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38 吳宇祥 低溫熱電轉換裝置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099 陳建銘 低溫熱電轉換裝置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忠 49702903 賴帛群 低溫熱電轉換裝置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09 潘嘉豪 太陽能車爬坡競賽跑道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10 黃柏瑞 太陽能車爬坡競賽跑道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19 洪偉傑 太陽能車爬坡競賽跑道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42 尤建中 太陽能車爬坡競賽跑道製作
熱流組佳作 機械四孝 49702067 黃昭瑋 太陽能車爬坡競賽跑道製作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01 王慶剪 透氣金屬模具鋼材的研發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054 曾永富 透氣金屬模具鋼材的研發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055 尤志展 透氣金屬模具鋼材的研發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108 張原銘 透氣金屬模具鋼材的研發
鈦、鋯及鉬碳化物促進元素對球墨鑄鐵表
面放電合金化層之微觀組織及腐蝕特性影
鈦、鋯及鉬碳化物促進元素對球墨鑄鐵表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57 陳昀聖
面放電合金化層之微觀組織及腐蝕特性影
鈦、鋯及鉬碳化物促進元素對球墨鑄鐵表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70 張博淵
面放電合金化層之微觀組織及腐蝕特性影
鈦、鋯及鉬碳化物促進元素對球墨鑄鐵表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102 謝博奇
面放電合金化層之微觀組織及腐蝕特性影
材料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36 翁靖富

製造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053 李昭佑 形狀辨識自動化機構之設計與製造
製造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066 黃冠閔 形狀辨識自動化機構之設計與製造
製造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079 吳炯徽 形狀辨識自動化機構之設計與製造
製造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2106 謝耀啟 形狀辨識自動化機構之設計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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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組優等 機械四孝 49709062 黃冠霖 形狀辨識自動化機構之設計與製造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85 吳挺宇 透鏡焦熱式熱電發動裝置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48 簡昌祺 透鏡焦熱式熱電發動裝置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90 潘丞耀 透鏡焦熱式熱電發動裝置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100 施韋仲 透鏡焦熱式熱電發動裝置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58 蘇佳瑋 太陽能窗之散熱測試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093 廖景弘 太陽能窗之散熱測試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116 陳懷哲 太陽能窗之散熱測試
熱流組優等 機械四忠 49702128 高博愈 太陽能窗之散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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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60 嚴儀洋 曲柄式路踏板避震器與地雷式蟑螂屋
力學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90 陳偉義 曲柄式路踏板避震器與地雷式蟑螂屋
力學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95 林佳暮 曲柄式路踏板避震器與地雷式蟑螂屋
力學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11 蔡佳羽 曲柄式路踏板避震器與地雷式蟑螂屋
力學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16036 吳玫宜 曲柄式路踏板避震器與地雷式蟑螂屋
材料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08 何婉婷 無鹵阻燃PC/PLA綠色電腦殼材研究
材料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19 謝泓儒 無鹵阻燃PC/PLA綠色電腦殼材研究
材料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20 楊啟田 無鹵阻燃PC/PLA綠色電腦殼材研究
材料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21 羅

川 無鹵阻燃PC/PLA綠色電腦殼材研究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21 周仕哲 創意機構之設計與分析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42 王俊淞 創意機構之設計與分析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89 鄭文駒 創意機構之設計與分析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26 黃建雄 創意機構之設計與分析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72 廖奕祥 具創意步行輔助機構之研究與開發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75 黃芝嘉 具創意步行輔助機構之研究與開發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78 蘇慧菁 具創意步行輔助機構之研究與開發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17 黃志凱 具創意步行輔助機構之研究與開發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20 楊宜潔 益智遊戲之製作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23 賴業宏 益智遊戲之製作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65 吳國鼎 益智遊戲之製作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99 謝競修 益智遊戲之製作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29 胡凱翔 益智遊戲之製作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07 林雅如 生活創意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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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19 戴啟倫 生活創意科技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32 周信宏 生活創意科技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43 沈思吟 生活創意科技
電腦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12 楊承儒 生活創意科技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29 蔡其瑋 射出成形條件對熱塑性彈性體殘留應力影
響 研究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85 王向明 射出成形條件對熱塑性彈性體殘留應力影
響 研究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23 卓昭毅 射出成形條件對熱塑性彈性體殘留應力影
響 研究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16044 許宗祥 射出成形條件對熱塑性彈性體殘留應力影
響 研究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01 李登彥 回收寶特瓶與塑膠材材應用於生活產品的
創新研發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63 劉建良 回收寶特瓶與塑膠材材應用於生活產品的
創新研發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86 林家弘 回收寶特瓶與塑膠材材應用於生活產品的
創新研發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096 羅价珽 回收寶特瓶與塑膠材材應用於生活產品的
創新研發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忠 49709104 黃俊穎 回收寶特瓶與塑膠材材應用於生活產品的
創新研發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51 林均育 多功能濾排水器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77 王建勛 多功能濾排水器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03 林柏勳 多功能濾排水器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15 葉至宇 多功能濾排水器
製造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116 吳伯儀 多功能濾排水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47 謝承廷 史特靈引擎設計與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48 吳東翰 史特靈引擎設計與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67 陳華平 史特靈引擎設計與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40 蔡育富 史特靈引擎設計與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15 洪振育 翼型在不同流場中的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44 陳佩君 翼型在不同流場中的應用
熱流組佳作 電應四孝 49709083 黃國瑞 翼型在不同流場中的應用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09 黃丹妮 創意點子訓練與專利申請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45 黃仟岱 創意點子訓練與專利申請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46 林育安 創意點子訓練與專利申請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87 黃麟育 創意點子訓練與專利申請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109 黃沛瑋 創意點子訓練與專利申請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12 楊佳軒 TRIZ創新設計應用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25 陳彥百 TRIZ創新設計應用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26 程澤原 TRIZ創新設計應用
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041 楊裕斌 TRIZ創新設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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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組優等 電應四忠 49709113 陳綾湘 TRIZ創新設計應用
電腦組優等 電應四孝 49709016 康景竣 25kw風力機葉輪葉片設計及分析
電腦組優等 電應四孝 49709057 范旭華 26kw風力機葉輪葉片設計及分析
電腦組優等 電應四孝 49709073 賴泳存 27kw風力機葉輪葉片設計及分析
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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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19 朱星學 電話遙控門鎖之設計與實現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66 曾宏益 電話遙控門鎖之設計與實現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68 邱世哲 電話遙控門鎖之設計與實現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901 鄭哲文 電話遙控門鎖之設計與實現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09 劉于齊 感測器應用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18 李冠宏 感測器應用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34 翁翊鈞 感測器應用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87 林首聞 感測器應用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16 王世源 簡易型Basic Stamp 控制器應用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21 陳哲偉 簡易型Basic Stamp 控制器應用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46 吳晏愷 簡易型Basic Stamp 控制器應用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95 吳翊民 簡易型Basic Stamp 控制器應用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122 石尚鑌 簡易型Basic Stamp 控制器應用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35 陳益興 電腦撥號系統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39 郭道欣 電腦撥號系統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077 吳政憲 電腦撥號系統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103 張正霖 電腦撥號系統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忠 49708113 侯鶴唐 電腦撥號系統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10 林政翰 生活創意設計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61 張嘉維 生活創意設計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67 林新旻 生活創意設計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109 洪子閔 生活創意設計之研究
自動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115 蘇國賓 生活創意設計之研究
電腦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08 吳泰霖 升降銀幕
電腦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24 黃丞宏 升降銀幕
電腦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25 蘇志平 升降銀幕
電腦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32 陳秉霖 升降銀幕
電腦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84 蔡明儒 升降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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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14 方怡君 導電薄膜設計與製作
製造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020 謝豐駿 導電薄膜設計與製作
製造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100 林宜群 導電薄膜設計與製作
製造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134 林家豪 導電薄膜設計與製作
製造組佳作 自控四孝 49708902 陳重友 導電薄膜設計與製作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13 劉承衛 雲塵式智慧型整合製造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17 張原誠 雲塵式智慧型整合製造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47 黃浩倫 雲塵式智慧型整合製造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83 鄭仰成 雲塵式智慧型整合製造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02 郭培弘 健康促進之智慧型自動診斷與執行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05 王崇憲 健康促進之智慧型自動診斷與執行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30 韓明雄 健康促進之智慧型自動診斷與執行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40 吳孟翰 健康促進之智慧型自動診斷與執行系統
自動組優等 自控四忠 49708097 鍾育賢 健康促進之智慧型自動診斷與執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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