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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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52 無線充電 林聖恩 40530031 多遊三忠 張仁豪 40530032 多遊三忠 謝哲人

2 第二名 1080445 針對式針 王聖方 40502126 機械三忠 楊富安 40502002 機械三忠 王振興

3 第三名 1080511 環保貓砂 楊蘭凱 40502029 機械三忠 沈俊安 40502027 機械三忠 吳俊毅

4 優等獎-01 1080247 Music安神 王千緣 z0720002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5 優等獎-02 1080490 運動健身 鄭宇倫 40502010 機械三孝 王泓傑 60702001 機械碩一 吳俊毅

6 優等獎-03 1080364 折叠泡面 冯美婷 Z0720006 觀英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7 優等獎-04 1080308 好孩子歡 王千緣 z0720002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8 優等獎-05 1080495 DIY式涼麵 邱珊晽 40646019 多遊二忠 無 無 無 謝哲人

9 優等獎-06 1080444 環保三角 王聖方 40502126 機械三忠 洪嘉駿 40502018 機械三忠 王振興

10 優等獎-07 1080214 手動式伸 倪珮瑄 40648008 創活二忠 無 無 無 無

11 佳作獎-01 1080534 主動式圓 陳瑋澤 40502059 機械三忠 莊季澄 40402110 機械四孝 吳俊毅

12 佳作獎-02 1080292 多功能防 任秋霞 Z0720009 休閒三忠 無 無 無 謝哲人

13 佳作獎-03 1080503 長效型除 鄭宇倫 40502010 機械三孝 王泓傑 60702001 機械碩一 吳俊毅

14 佳作獎-04 1080519 廚餘生態 楊芳綾 40617008 行銷二忠 翁任鋒 40402020 機械四孝 吳俊毅

15 佳作獎-05 1080008 具安全機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二忠 呂侑宗 40602092 機械二忠 沈銘秋

16 佳作獎-06 1080293 電動噴霧 任秋霞 Z0720009 休閒三忠 無 無 無 謝哲人

17 佳作獎-07 1080127 SportSho 蔡聖彬 40426014 創新四忠 羅予謙 40426015 創新四忠 無

18 佳作獎-08 1080419 計時提醒 鄒成華 Z0720016 企管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9 佳作獎-09 1080285 Baby Car 朴宰佑 40533908 休閒三孝 鄭儁淏 40633057 休閒二孝 張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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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佳作獎-10 1080253 寵物餵食 牟小婷 z0720011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21 佳作獎-11 1080037 無聲可分 仝雪婷 Z0720024 觀英二忠 張譽鄲 Z0720025 商設一忠 謝哲人

22 佳作獎-12 1080398 背包兔兔 冯美婷 Z0720006 觀英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23 佳作獎-13 1080396 寵物牙刷 林美君 40429094 商設四孝 無 無 無 無

24 佳作獎-14 1080531 Smart Sp 陳瑋澤 40502059 機械三忠 蘇珮嘉 40617026 機械三忠 吳俊毅

25 佳作獎-15 1080074 多功能夾 蔡文欣 40614060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施昇昌

26 佳作獎-16 1080005 狗狗繩子 王廷鈞 40408009 自控四孝 無 無 無 黃瓊慧

27 佳作獎-17 1080229 內褲衛生 吳子榕 40614046 餐管二忠 黃子寧 40614034 餐管二忠 施昇昌

28 佳作獎-18 1080420 洗喝一体 鄒成華 z0720016 企管三忠 金輝 z0720017 企管三忠 陳玉崗

29 佳作獎-19 1080257 硬物砧板 陳濟德 40442009 材能四忠 無 無 無 無

30 佳作獎-20 1080358 升降寵物 戴耀宗 40433072 資工四忠 無 無 無 無

附註:為保護同學創意，作品名稱僅公佈部份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