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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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56 獅子王 吳國豪 40426013 創新四忠 無 無 無 無

2 第二名 1080049 日式關東煮餐車 吳國豪 40426013 創新四忠 無 無 無 無

3 第三名 1080135 環保烤肉架模型 吳重翰 40517029 行銷三忠 康寶燕 40517026 行銷三忠 陳政德

4 優等01 1080025 花瓶 張靜如 40524026 妝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5 優等02 1080001 緘默的火山 曾珮綺 40606031 企管二忠 無 無 無 無

6 優等03 1080133 快消失的北極熊 黃煒豪 40602019 機械二忠 李佳展 40602080 機械二忠 沈銘秋

7 優等04 1080125 來坐 林芯卉 40614059 餐管二忠 無 無 無 施昇昌

8 優等05 1080038 邪惡的螞蟻 林柏輝 40402062 機械四孝 蕭俊豪 40541003 旅遊三孝 無

9 優等06 1080031 展翅高飛 陳弘偉 40602045 機械二忠 羅智倫 40602010 機械二忠 沈銘秋

10 優等07 1080151 武士鎧甲 賴佳鴻 40602007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沈銘秋

11 佳作01 1080004 軍事設備 蘇宇煬 40602008 機械二忠 吳政錡 40602047 機械二忠 沈銘秋

12 佳作02 1080044 至死不渝的爱 刘亭仪 Z0720010 商設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 佳作03 1080027 花束 張靜如 40524026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14 佳作04 1080037 邪惡的蜘蛛髮箍 林柏輝 40402062 機械四孝 蕭俊豪 40541003 旅遊三孝 無

15 佳作05 1080086 菸害 黃立嘉 40436011 工設四忠 王泓 40436022 工設四忠 林俊鋒

16 佳作06 1080024 小時候電話亭 康寶燕 40517026 行銷三忠 蕭俊豪 40541003 旅遊三孝 陳政德

17 佳作07 1080061 人生如戲 牟小婷 z0720011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8 佳作08 1080101 不一樣的溫馨 彭沛聿 40426028 創新四忠 無 無 無 無

19 佳作09 1080161 碳足跡全餐 孫平 40602011 機械二忠 余恩 40406012 企管四忠 沈銘秋

20 佳作10 1080091 窮途 莊旻翰 40605018 電機二忠 曾筱茜 40624018 妝管二忠 顏郁人

21 佳作11 1080030 黑夜的獵食者 陳弘偉 40602045 機械二忠 黃閎裕 40602014 機械二忠 沈銘秋

22 佳作12 1080034 模型機車 莊竣凱 40545012 電光三忠 林岳頤 40545015 電光三忠 無

23 佳作13 1080177 環保杯套 黃怡瑄 40536011 工設三忠 黃俊哲 40536019 工設三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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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佳作14 1080123
運用朽木製作筆插座，化

腐朽為神奇
陳雍翔 40428004 觀英四忠 無 無 無 卜令楨

25 佳作15 1080174 環保袋子 彭靖安 40602193 機械二忠 吴汉辉 40602192 機械二忠 沈銘秋

26 佳作16 1080043 飞逝的童年 刘亭仪 Z0720010 商設二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27 佳作17 1080179 章魚 黃怡瑄 40536011 工設三忠 黃俊哲 40536019 工設三忠 無

28 佳作18 1080149 電吉他 黃竹玄 40602029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沈銘秋

29 佳作19 1080122
化腐朽為神奇的木材茶杯

墊組
陳雍翔 40428004 觀英四忠 無 無 無 卜令楨

30 佳作20 1080165
武士刀與它的使用者和一

顆籃球
尤力民 40602079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沈銘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