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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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1 九重葛 蔡坤展 N0705003 電機四忠 翁綻澤 N0705006 電機四忠 丁永強

2 1100002 懸吊藍 江鼎平 40905013 電機二忠 李思愷 40905014 電機二忠 劉堂仁

3 1100003 朵小鹿 蕭巧玲 4085002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蔣丞哲

4 1100004 龍 陳于成 40817025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5 1100005 Bloom 郭亦柔 4062201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趙嗣強

6 1100006 海豚 王士綸 N0705005 電機四忠 邱耀賢 N0705002 電機四忠 丁永強

7 1100007 籃球架 王士綸 N0705005 電機四忠 邱耀賢 N0705002 電機四忠 郭明達

8 1100008 貨運司機推車送貨 蔡坤展 N0705003 電機四忠 翁綻澤 N0705006 電機四忠 李明峻

9 1100009 老鷹 王士綸 N0705005 電機四忠 邱耀賢 N0705002 電機四忠 丁永強

10 1100010 騎腳踏車比賽 蔡坤展 N0705003 電機四忠 翁綻澤 N0705006 電機四忠 李明峻

11 1100011 桌子跟椅子 蔡坤展 N0705003 電機四忠 翁綻澤 N0705006 電機四忠 李明峻

12 1100012 企鵝 王士綸 N0705005 電機四忠 邱耀賢 N0705002 電機四忠 卜令楨

13 1100013 時鐘 郭柏志 N0705001 電機四忠 無 無 無 陳國光

14 1100015 蝴蝶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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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100017 屈原復始 王莉雅 40817006 行銷三忠 郭韻渝 40817015 行銷三忠 劉宇倫

17 1100022 高跟鞋 郭秉承 40815014 資工三忠 無 無 無 無

18 1100023 鯊魚 陳乃銘 40706035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9 1100024 日輪刀 陳榮辰 40905901 電機二忠 林弘翔 40905015 電機二忠 劉堂仁

20 1100025 兔子 許茗宸 40905029 電機二忠 黃紹銘 40905003 電機二忠 劉堂仁

21 1100026 鯨魚尾項鍊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三忠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三忠 蔣丞哲

22 1100027 高跟鞋 郭秉承 40815014 資工三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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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100029 籠 丁偉城 40708013 自控四忠 曾育誠 40708024 自控四忠 張名輝

25 1100030 蝴蝶 曾育誠 40708024 自控四忠 丁偉城 40708013 自控四忠 張名輝

26 1100039 貓 孫承澔 40905002 電機二忠 吳秉樺 40905001 電機二忠 劉堂仁

27 1100042 房子 李胤嘉 40602025 機械延修 黃朝和 40602069 機械延修 鄭博仁

28 1100052 補夢網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二忠 無 無 無 無

29 1100053 兒童連衣裙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二忠 無 無 無 無

30 1100054 羅馬鞋拉鍊部分改造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二忠 無 無 無 無

31 1100055 三輪車 林采萱 40959006 創新二忠 無 無 無 無

32 1100057 聖誕樹 王莉雅 40817006 行銷三忠 孔珮淳 40814041 行銷三忠 劉宇倫

33 1100058 馴鹿 孔珮淳 40814041 行銷三忠 王莉雅 40817006 行銷三忠 劉宇倫

34 1100059 生命樹 呂東林 40729010 商設四忠 無 無 無 無

35 1100061 獨角仙 郭柏志 N0705001 電機四忠 無 無 無 陳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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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100062 寶貝球 郭柏志 N0705001 電機四忠 無 無 無 陳國光

37 1100063 羽球拍 郭柏志 N0705001 電機四忠 無 無 無 陳國光

38 1100065 大海魚棠 張馨文 40822031 數媒三忠 郭羽芊 40822041 數媒三忠 無

39 1100069 捕夢網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三忠 伍郁銘 40850022 餐管三忠 蔣丞哲

40 1100070 椅子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三忠 楊智淵 40850035 餐管三忠 蔣丞哲

41 1100071 八分音符手環 盧永淇 40850040 餐管三忠 楊智淵 40850035 餐管三忠 蔣丞哲

42 1100072 BT21夢想兔 許筱妍 40714018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43 1100073 長號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44 1100074 低音號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45 1100075 小號 蔡承凱 40817021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46 1100076 藝樹 黃筑宣 40714025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47 1100077 黃金貓 劉俊宏 40714039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48 1100078 夢想綿羊 王柏彥 40750032 餐管四忠 蔡富雅 40740042 餐管四忠 無

49 1100079 慾望 王柏彥 40750032 餐管四忠 蔡富雅 40740042 餐管四忠 無

50 1100080 花束 賴宣霓 40714033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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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100087 富士山 黃筑宣 40714025 餐管四忠 賴宣霓 4071403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53 1100090 小盆栽架 黃筑宣 40714025 餐管四忠 賴宣霓 4071403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54 1100091 眼鏡框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三忠 許豐鉅 40851004 飛修三忠 無

55 1100092 關不住的鳥籠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56 1100093 鮮花籃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57 1100094 聖誕帽 張馨文 40822031 數媒三忠 郭羽芊 40822041 數媒三忠 無

58 1100096 海洋世界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59 1100101 蠟燭吊籃 徐嘉宏 40850041 餐管三忠 杜孟修 40850038 餐管三忠 無

60 1100102 三叉戟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蔡俊欽

61 1100103 鋁罐行李箱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蔡俊欽

62 1100112 創意鐵窗花 黃建宏 40851029 飛修三忠 王聖東 40851025 飛修三忠 無

63 1100113 你禮不禮帽？ 翁玥柔 40822038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64 1100114 手提包包 林語娟 40822007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65 1100116 深海螢火魷 洪煒庭 40850010 餐管三忠 陳博揚 40850034 餐管三忠 楊永雯

66 1100118 薔薇與渡鴉 何俞萱 40822023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67 1100119 雞有五德 許凱順 40750005 餐管四忠 王詣 40740049 餐管四忠 無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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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100121 耳機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三忠 李承恩 40851008 飛修三忠 無

70 1100122 Survival Tool 生存工具 何麥克 4071409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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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100125 金屬口罩套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林憲徽

72 1100126 天使的眼淚 陳妍蓁 40714063 餐管四忠 陳俊呈 40714038 餐管四忠 林憲徽

73 1100127 珍珠奶茶 陳彥志 40853047 多遊三孝 無 無 無 楊永雯

74 1100128 我給你(罩) 陳彥志 40853047 多遊三孝 無 無 無 楊永雯

75 1100129 樹 蔡圳韋 40805003 電機三忠 無 無 無 楊永雯

76 1100130 魚骨造型掛勾 許筱妍 40714018 餐管四忠 陳祈宇 40714028 餐管四忠 無

77 1100131 快樂鳥 許筱妍 40714018 餐管四忠 陳祈宇 40714028 餐管四忠 無

78 1100133 赤墨柳樹 陳技盟 4062204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無

79 1100135 園藝工具 何麥克 4071409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80 1100136 DIY 浮動儲物箱 何麥克 4071409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81 1100137 壁櫥工具 何麥克 4071409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82 1100138 婚紗 蕭巧玲 40850026 餐管三忠 呂怡萱 40850037 餐管三忠 蔣丞哲

83 1100139 鯨鯊 蕭巧玲 40850026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84 1100140 骷顱頭 郭依玲 40740060 餐管四忠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無

85 1100141 蝴蝶 郭依玲 40740060 餐管四忠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無

86 1100142 飛機 郭依玲 40740060 餐管四忠 蔡佳芸 40740039 餐管四忠 無

87 1100143 情人節Love鑰匙鎖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陳昀尉 40740029 餐管四忠 無

88 1100144 南瓜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無

89 1100145 幸運草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陳昀尉 40740029 餐管四忠 無

90 1100146 腳踏車 莊湘儀 40740055 餐管四忠 郭依玲 40740060 餐管四忠 無

91 1100147 角落的蜘蛛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蔡佳芸 40740039 餐管四忠 無

92 1100148 海星與海豚 劉俊宏 40714039 餐管四忠 陳致維 40714027 餐管四忠 林憲徽

93 1100149 雨傘 蘇筱媛 40746051 多遊四孝 林辰 40746079 多遊四孝 無

94 1100151 派對小熊 劉俊宏 40714039 餐管四忠 陳致維 40714027 餐管四忠 林憲徽

95 1100152 花瓶裡的花 蘇筱媛 40746051 多遊四孝 林辰 40746079 多遊四孝 無

96 1100153 DIY工具 何麥克 40714091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97 1100154 可愛鑰匙圈 陳祈宇 40714028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98 1100155 庫柏力克熊盒 陳暐中 40714901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99 1100159 安全帽支架 陳暐中 40714901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100 1100160 衣服收納架 陳暐中 40714901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林憲徽

101 1100162 青春 黃任宏 40714017 餐管四忠 洪淑瑗 40714023 餐管四忠 林憲徽

102 1100163 生命之樹 黃任宏 40714017 餐管四忠 楊憫惠 4071470 餐管四忠 林憲徽

103 1100164 大頭娃娃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04 1100165 小島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05 1100166 仙人掌盆栽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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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100167 南瓜燈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07 1100168 貓咪明信片夾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08 1100169 腳踏車 蔡佳弦 40847029 冷源三忠 陳柏維 40847042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09 1100170 椅子 蔡佳弦 40847029 冷源三忠 陳柏維 40847042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10 1100172 溫暖的床 陳柏維 40847042 冷源三忠 蔡佳弦 40847029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11 1100173 口罩 蔡鎮鴻 40851011 飛修三忠 劉家豪 40851010 飛修三忠 無

112 1100174 戒指 許佑豪 40951007 飛修二忠 陳逢傑 40951009 飛修二忠 陳逸謙

113 1100175 神轎 李宛真 40822024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114 1100176 海豚 蔡坤哲 408514050 餐管三忠 陳博揚 40850034 餐管三忠 無

115 1100177 鋁線小植物掛盆 吳見馨 40714080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116 1100178 鯨魚 徐嘉宏 40850041 餐管三忠 陳博揚 40850034 餐管三忠 無

117 1100179 獨立 張家嘉 40814042 餐管三忠 謝溫倪 40814034 餐管三忠 無

118 1100180 環保杯套 張家嘉 40814042 餐管三忠 謝溫倪 40814034 餐管三忠 無

119 1100181 夢想熱氣球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120 1100182 旋轉蝴蝶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121 1100183 一個人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122 1100184 腳踏車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123 1100185 滑稽魚 王億豪 40951019 飛修二忠 謝尚軒 40951017 飛修二忠 陳逸謙

124 1100186 月亮 張家瑋 40951018 飛修二忠 陳秉雋 40951008 飛修二忠 陳逸謙

125 1100187 鯊魚 陳博揚 40850034 餐管三忠 顏光興 40850904 餐管三忠 無

126 1100188 立體飛機 徐嘉宏 40850041 餐管三忠 杜孟修 40850038 餐管三忠 許維屏

127 1100189 檯燈 詹佩瑀 40950003 餐管二忠 黃虹文 40940030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28 1100190 盆栽便條夾 曾郁珍 40950008 餐管二忠 江婕如 40950002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29 1100191 環保飲料杯 杜孟修 40850038 餐管三忠 許庭彰 40850027 餐管三忠 楊永雯

130 1100192 項鍊 洪崇勝 40951004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陳逸謙

131 1100193 項鍊 洪崇勝 40951004 飛修二忠 李嘉聲 40951020 飛修二忠 陳逸謙

132 1100194 太平洋鯨魚 林原羽 40708001 自控四忠 無 無 無 無

133 1100196 補夢網 顏光興 40850904 餐管三忠 王淵璋 40850007 餐管三忠 蘇榮堯

134 1100198 蜂蜜罐 許佳嬿 40849021 多遊三孝 無 無 無 無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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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1100200 魚骨 陳偉丞 40802011 機械三忠 劉宗瑋 40802001 機械三忠 無

137 1100201 心 劉宗瑋 40802001 機械三忠 陳偉丞 40802011 機械三忠 無

138 1100202 人物裝飾品 陳泯薰 4082290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39 1100203 樹 陳彥輝 40814059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40 1100204 花朵 陳彥輝 40814059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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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　2021年鋁線創意設計競賽-材料補助名單
材料領取日期：11月15日(一)至11月29日(一)

材料領取地點：三德樓9F-三創教育中心

繳交鋁線作品日期：11月15日(一)至11月29日(一)

141 1100205 柴犬 陳彥輝 40814059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42 1100207 聖誕樹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三忠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三忠 無

143 1100208 南瓜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三忠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三忠 無

144 1100209 幽靈 陳泯均 40850032 餐管三忠 葉雅茹 40850003 餐管三忠 無

145 1100210 魷魚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46 1100211 菸。 李泱儒 40822017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無

147 1100212 魚 陳昱齊 40847013 冷源三忠 吳博智 40847014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48 1100213 路燈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49 1100214 貓 吳博智 40847014 冷源三忠 陳昱齊 40847013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50 1100215 皮耿丘 林妙珊 40822018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無

151 1100216 章魚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52 1100217 Airpod耳機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153 1100218 盪鞦韆 王勛平 40902008 機械二忠 顏聖峰 40902014 機械二忠 無

154 1100219 吊籃式燭燈支架 方崇任 40902022 機械二忠 徐億成 40902011 機械二忠 詹添印

155 1100220 蝴蝶 曾彥維 40750021 餐管四忠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無

156 1100221 飛機 曾彥維 40750021 餐管四忠 許佩佩 40740059 餐管四忠 無

157 1100222 向日葵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三忠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無

158 1100225 垃圾桶 楊鴻璋 40802060 機械三忠 李亦倫 40802013 機械三忠 無

159 1100226 幸運草 林姿吟 4085001 餐管三忠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無

160 1100227 飛機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三忠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無

161 1100228 蝴蝶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2 1100229 聖誕小黑貓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3 1100230 玫瑰花 劉家妤 40850903 餐管三忠 林姿吟 40850001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4 1100231 貓咪杯子 何俊賢 40902010 機械二忠 陳崇凱 40902003 機械二忠 無

165 1100232 櫻花樹 陳孟源 40702018 機械四忠 無 無 無 朱弋鵬

166 1100234 燭台 陳彥宸 40850008 餐管三忠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7 1100235 籠 陳彥辰 40850008 餐管三忠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8 1100237 蝸牛 陳彥辰 40850008 餐管三忠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69 1100238 鎖 陳彥辰 40850008 餐管三忠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70 1100239 蠟燭 陳彥辰 40850008 餐管三忠 侯羿銘 40850016 餐管三忠 蔣丞哲

171 1100242 小夜燈架 陳偉丞 40802011 機械三忠 劉宗瑋 40802001 機械三忠 無

172 1100243 花精靈 高振泰 40951015 飛修二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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