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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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 生活動力來自於事物如兔子 許凱順 40750005 餐管四忠 王詣 40740049 餐管四忠 蘇鈺貴

2 第二名 1100119 雞有五德 許凱順 40750005 餐管四忠 王詣 40740049 餐管四忠 無

3 第三名 1100078 夢想綿羊 王柏彥 40750032 餐管四忠 蔡富雅 40740042 餐管四忠 無

4 優等-01 1100058 馴鹿 孔珮淳 40814041 行銷三忠 王莉雅 40817006 行銷三忠 劉宇倫

5 優等-02 1100022 高跟鞋 郭秉承 40815014 資工三忠 無 無 無 無

6 優等-03 1100079 慾望 王柏彥 40750032 餐管四忠 蔡富雅 40740042 餐管四忠 無

7 優等-04 1100065 大海魚棠 張馨文 40822031 數媒三忠 郭羽芊 40822041 數媒三忠 無

8 優等-05 1100123 手作蠍子 張文傑 40902012 機械二忠 無 無 無 周德明

9 佳作-01 1100074 低音號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10 佳作-02 1100075 小號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11 佳作-03 1100083 高級質感口紅收納盒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林憲徽

12 佳作-04 1100093 鮮花籃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13 佳作-05 1100003 朵小鹿 蕭巧玲 4085002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14 佳作-06 1100133 赤墨柳樹 陳技盟 4062204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無

15 佳作-07 1100181 夢想熱氣球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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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佳作-08 1100146 腳踏車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郭依玲 40740060 餐管四忠 無

17 佳作-09 1100211 菸。 李泱儒 40822017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無

18 佳作-10 1100167 南瓜燈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9 佳作-11 1100199 創作生活周邊的物品 楊鴻璋 40802060 機械三忠 李亦倫 40802013 機械三忠 無

20 佳作-12 1100147 角落的蜘蛛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蔡佳芸 40740039 餐管四忠 無

21 佳作-13 1100184 腳踏車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22 佳作-14 1100005 Bloom 郭亦柔 4062201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趙嗣強

23 佳作-15 1100028 梅花鹿 孔怡馨 40822004 數媒三忠 郭羽芊 40822041 數媒三忠 無

24 佳作-16 1100165 小島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25 佳作-17 1100170 椅子 蔡佳弦 40847029 冷源三忠 陳柏維 40847042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6 佳作-18 1100016 年年吉祥龍舟 孔珮淳 40814041 行銷三忠 郭韻渝 40817015 行銷三忠 劉宇倫

27 佳作-19 1100177 鋁線小植物掛盆 吳見馨 40714080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28 佳作-20 1100129 樹 蔡圳韋 40805003 電機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29 佳作-21 1100112 創意鐵窗花 黃建宏 40851029 飛修三忠 王聖東 40851025 飛修三忠 無

30 佳作-22 1100198 蜂蜜罐 許佳嬿 40849021 多遊三孝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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