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作品編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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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60 第一名 方便攜帶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2 1100301 第二名 寵物休閒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3 1100411 第三名 多功能彈 賴金益 60959023 創新碩二 葉忠琦 60959016 創新碩二 陳玉崗

4 1100080 優等01 使用溫差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5 1100303 優等02 變色隔板 蔡志陽 40746098 機械四忠 李驊軒 40702023 機械四忠 王振興

6 1100412 優等03 花盆整枝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7 1100413 優等04 嬰兒彈跳 賴金益 60959023 創新碩二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8 1100375 優等05 抹布擰乾 蔡育柔 60959033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9 1100350 佳作01 防止機車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謝易儒 40702057 機械四忠 王振興

10 1100377 佳作02 組合式餅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11 1100360 佳作03 具示警功 陳和嘉 40702022 機械四忠 曾柏翔 4070205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12 1100300 佳作04 眉毛投影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 1100031 佳作05 桌球門 陳楷謀 40851901 飛修三忠 林敬聖 40851048 飛修三忠 無

14 1100166 佳作06 兩用式耳 李孟芬 40828015 觀光三忠 郭樹霖 40828901 觀光三忠 無

15 1100118 佳作07 妝容印章 郭亦柔 4062201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趙嗣強

16 1100358 佳作08 自動調整 陳和嘉 40702022 機械四忠 曾柏翔 4070205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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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00131 佳作09 雙人盪鞦 韓耀清 40822032 數媒三忠 李茂春 40822033 數媒三忠 無

18 1100291 佳作10 感應式雙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19 1100354 佳作11 肥罩泡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20 1100182 佳作12 百變杯袋 初心怡 4082900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21 1100105 佳作13 牙刷腳架 黃曼瑄 4082901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蕭惠華

22 1100380 佳作14 新式風力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三忠 無 無 無 無

23 1100094 佳作15 可拆卸圓 蕭竣仁 4082202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24 1100011 佳作16 滑軌手機 初心怡 4082900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25 1100113 佳作17 垃圾桶 吳佳璇 40809017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吳祥祺

26 1100164 佳作18 防盜雨傘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7 1100161 佳作19 感溫變色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8 1100371 佳作20 防水及擦 周立陽 40846015 多遊三孝 黃麒澐 40850043 多遊三孝 林素吟

29 1100256 佳作21 行走的杯 吳妍箴 40724027 妝管四忠 謝佳諭 40724902 妝管四忠 李明峻

30 1100183 佳作22 鬧鐘 沈昌輝 40702033 機械四忠 陳威宇 40702053 機械四忠 王振興

附註：為保護同學創意，作品名稱僅公佈部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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