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獎項 隊伍編號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1 學生學號1 學生班級1 學生姓名2 學生學號2 學生班級2 指導老師

1 第一名 1100122 天狗面具 呂東林 40729010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2 第二名 1100113 家 何豔真 40715056 資工三仁 黃心俞 40815055 資工三仁 無

3 第三名 1100255 渾圓天地 賴仕杰 40847048 冷源二忠 柯宗佑 40847023 冷源二忠 錢暐達

4 優等獎-01 1100067 環保絨毛娃娃 李勇蒼 40646031 多遊四孝 林冠名 40646032 多遊四忠 無

5 優等獎-02 1100164 Orchid Flowers 蘭花 鍾明喜 40806009 行銷二忠 鍾明福 40806008 行銷二忠 林素吟

6 優等獎-03 1100073 草原沙發 林雁婷 40740015 餐管三孝 林奕廷 40740076 餐管三孝 楊永雯

7 優等獎-04 1100080 人面小獅 徐劭旻 40724026 妝管三忠 宋如娟 40724013 妝管三忠 無

8 優等獎-05 1100109 筆記型電腦 張良慶 40605032 電機四孝 葉嘉福 40605034 電機四孝 陳國光

9 佳作獎-01 1100121 回憶象‧音樂盒 陳薏滋 40924011 妝管一忠 張嘉容 40924025 妝管一忠 陳玉崗

10 佳作獎-03 1100124 破銅爛鐵回憶車 張嘉容 40924025 妝管一忠 陳薏滋 40924011 妝管一忠 陳玉崗

11 佳作獎-02 1100251 吊單槓 賴仕杰 40847048 冷源二忠 魏子傑 40847005 冷源二忠 彭新志

12 佳作獎-04 1100059 小木屋 高珮綺 40740051 餐管三孝 劉宣沛 40740063 餐管三孝 洪三讚

13 佳作獎-05 1100340 古早厝 陳柏詮 40640102 餐管四忠 黃怡嘉 40640028 餐管四忠 李尚穗

14 佳作獎-06 1100194 襪子零錢包 吳貞霓 40614056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15 佳作獎-07 1100372 布紙人偶 曾麗月 40802005 工設二忠 無 無 無 無

16 佳作獎-08 1100235 小夜燈 楊珮妤 40728003 觀英三忠 無 無 無 無

17 佳作獎-09 1100282 蓋世梵谷 曾麗月 40802005 工設二忠 無 無 無 王世杰

18 佳作獎-10 1100070 盆栽 施皓文 40740064 餐管三孝 方昱豪 40740065 餐管三孝 楊永雯

19 佳作獎-11 1100256 我愛水資源 許展溢 40847046 冷源二忠 柯宗佑 40847023 冷源二忠 彭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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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佳作獎-12 1100300 雲朵燈 陳芹玟 40606010 企管四忠 黃柏鈞 40606024 企管四忠 無

21 佳作獎-13 1100223 花葫蘆 游婕玟 40614035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22 佳作獎-14 1100220 棕櫚公園 王文君 40740005 餐管三孝 甘文渟 40740021 餐管三孝 楊永雯

23 佳作獎-15 1100313 火車 鄭竹晏 40602532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24 佳作獎-16 1100005 麥向高峰 龍沛宸 40632028 休閒四忠 張志偉 40640079 休閒四忠 張美玲

25 佳作獎-17 1100163 Flower of Life 生命之花 鍾明福 40806008 行銷二忠 鍾明喜 40806009 行銷二忠 林素吟

26 佳作獎-18 1100333 花盆 溫惟智 40605015 電機四孝 陳冠佑 40605026 電機四孝 陳國光

27 佳作獎-19 1100155 廢棄海洋 李睿騰 40750056 餐管三忠 蘇秉泰 40750048 餐管三忠 無

28 佳作獎-21 1100233 糖果罐 楊珮妤 40728018 觀英三忠 無 無 無 陳雅韻

29 佳作獎-20 1100278 收納小盒 溫惟智 40605015 電機四孝 陳冠佑 40605026 電機四孝 陳國光

30 佳作獎-22 1100270 簡易液體噴灑裝置系統 吳子廷 40647011 冷源四孝 賈傑霖 40647034 冷源四孝 李登山

第 2 頁，共 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