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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名 1110287 染髮手握 潘翠明 61059004 創新碩一 許芷柔 61059042 創新碩一 陳玉崗

2 第二名 1110203 藥錠計量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勳平 40902008 機械二忠 王振興

3 第三名 1110281 多功能桌 許芷柔 61059042 創新碩一 何冠瑩 61059005 創新碩一 陳玉崗

4 優等獎-01 1110515 百變骨牌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5 優等獎-02 1110261 防止幼童 王聖方 60902005 機械碩二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6 優等獎-03 1110023 多聯式鳳 黃柏成 40714013 餐管四孝 邱育程 40714066 餐管四孝 無

7 優等獎-04 1110130 胡椒罐瓶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8 優等獎-05 1110241 電子秤重 張雅晶 40922012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無

9 佳作獎-01 1110374 多功能寵 張鈞傑 40856010 多遊四孝 謝佩芬 40846050 多遊三孝 顏郁人

10 佳作獎-02 1110501 旋轉水槽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11 佳作獎-03 1110288 手環按摩 邱棠莉 61059017 創新碩一 蔡東錦 61059002 創新碩一 陳玉崗

12 佳作獎-04 1110391 不掉塵土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二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陳玉崗

13 佳作獎-05 1110482 銀髮族感 李易韋 60959058 創新碩二 洪菁敏 61059010 創新碩一 陳玉崗

14 佳作獎-06 1110243 健身拉環 張雅晶 40922012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無

15 佳作獎-07 1110126 螢光雨傘 翁振家 40802902 機械三忠 侯焱騰 40802058 機械三忠 無

16 佳作獎-08 1110210 沙發窩 葉福俊 41046029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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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佳作獎-09 1110359 智慧型成 蔡銘澤 40851026 飛修三忠 林建銘 40851017 飛修三忠 無

18 佳作獎-10 1110185 手提式寵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三忠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三忠 無

19 佳作獎-11 1110390 自動清理 張茗凱 40847004 冷源三忠 溫崇廷 40847027 冷源三忠 無

20 佳作獎-12 1110024 馬拉松護 黃柏成 40714013 餐管四孝 邱昱程 40714066 餐管四孝 無

21 佳作獎-13 1110424 開瓶蓋器 陳邑銓 40809004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林松義

22 佳作獎-14 1110462 雷射逗貓 羅聖閔 40746030 行銷四孝 無 無 無 翁泳聰

23 佳作獎-15 1110259 自動逗貓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三忠 曹紹祁 40840007 冷源三忠 無

24 佳作獎-16 1110516 便利盒 楊于嫺 40724017 妝管四忠 張儷馨 40724031 妝管四忠 李明峻

25 佳作獎-17 1110499 新式風力 劉哲雁 40847026 冷源三忠 廖政錡 40847038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6 佳作獎-18 1110176 可折式滑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三忠 無 無 無 無

27 佳作獎-19 1110490 銀髮族走 李志鴻 40847016 冷源三忠 黃煜瀚 40847025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8 佳作獎-20 1110429 插銷式防 陳邑銓 40809004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29 佳作獎-21 1110305 面紙酒精 黃可晴 40814026 餐管三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三忠 無

30 佳作獎-22 1110095 拋兒式逗 陳永濬 40846059 多遊三孝 江建樺 40846053 多遊三孝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