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

時間
序號 作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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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11 滑軌手機 初心怡 4082900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2 1100013 電動撞球 林裕賢 40851040 飛修三忠 柯建宇 40851051 飛修三忠 無

3 1100014 烘衣櫥 林裕賢 40851040 飛修三忠 柯建宇 40851051 飛修三忠 無

4 1100016 瓦斯保溫 林裕賢 40851040 飛修三忠 柯建宇 40851051 飛修三忠 無

5 1100024 湯匙響鈴 王芝宜 40714075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6 1100026 滑蓋式插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7 1100031 桌球門 陳楷謀 40851901 飛修三忠 林敬聖 40851048 飛修三忠 無

8 1100033 防身高射 陳乃銘 40706035 企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9 1100034 起跑架藍 池子維 40747005 冷源四忠 莊勝凱 40747003 冷源四孝 無

10 1100035 伸縮式曬 池子維 40747005 冷源四忠 陳冠穎 40747012 冷源四孝 無

11 1100036 高處櫥櫃 池子維 40747005 冷源四忠 鄧凱鴻 40747062 冷源四孝 無

12 1100038 小夜燈充 劉宣沛 40740063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13 1100039 地板快乾 蔡坤展 N0705003 電機四忠 翁綻澤 N0705006 電機四忠 李明峻

14 1100043 安全帽配 劉宣沛 40740063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15 1100050 寶特瓶隔 林哲寬 40834007 旅遊三忠 徐浩崴 40828012 觀光三忠 吳崑旭

16 1100060 方便攜帶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17 1100067 檸檬汁噴 楊宗霖 40733017 休閒四孝 鍾孝晨 40733023 休閒四孝 潘恆堯

18 1100068 LED發光水 黃筠晴 40834012 觀光三忠 王冠錡 40828010 觀光三忠 卜令楨

19 1100076 防塵書架 林佳莉 40732025 休閒四忠 陳柏瀚 40733022 休閒四忠 張美玲

20 1100078 樂高插座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陳榮辰 40905901 電機二忠 無

21 1100079 汽機車半 黃衍毓 40815003 資工三忠 無 無 無 蔡政達

22 1100080 使用溫差 吳明遠 40802053 機械三忠 查銘倫 40802055 機械三忠 無

23 1100081 3C高科技 蔣玟欣 40740012 餐管四孝 鄒忻頻 40740023 餐管四孝 無

24 1100090 防狼噴霧 蕭竣仁 4082202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25 1100091 可伸縮繞 蕭竣仁 4082202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26 1100095 防爆氣球 王芝宜 40714075 餐管四孝 無 無 無 無

27 1100102 火鍋油湯 李驊軒 40702023 機械四忠 蔡志陽 40746098 機械四忠 王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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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100103 口罩防掉 李驊軒 40702023 機械四忠 蔡志陽 40746098 機械四忠 王振興

29 1100105 牙刷腳架 黃曼瑄 4082901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蕭惠華

30 1100110 充電寶手 邵欣怡 40834006 旅遊三忠 吳亞軒 40834003 旅遊三忠 無

31 1100113 垃圾桶 吳佳璇 40809017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吳祥祺

32 1100115 蹺蹺板茶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林弘翔 40905015 電機二忠 無

33 1100131 雙人盪鞦 韓耀清 40822032 數媒三忠 李茂春 40822033 數媒三忠 無

34 1100133 耳塞眼罩 高秉洋 40733912 休閒四孝 薛育鈞 40729019 休閒四孝 無

35 1100144 三指指環 劉晏羽 40740084 餐管四忠 葉聿軒 40744036 餐管四忠 汪明傑

36 1100145 烘乾刀架 呂岳哲 40740058 餐管四忠 彭紫君 40740082 餐管四忠 汪明傑

37 1100146 鏡面清潔 劉晏羽 40740084 餐管四忠 葉聿軒 40744036 餐管四忠 汪明傑

38 1100147 浴巾烘乾 呂岳哲 40740058 餐管四忠 彭紫君 40740082 餐管四忠 汪明傑

39 1100149 曬衣防雨 呂岳哲 40740058 餐管四忠 彭紫君 40740082 餐管四忠 汪明傑

40 1100153 酒精方便 江敏謙 40747031 冷源四忠 林昱成 40747002 冷源四忠 無

41 1100156 多功能手 謝易儒 40702057 機械四忠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42 1100161 感溫變色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蔡俊欽

43 1100164 防盜雨傘 廖登萬 40847045 冷源三忠 吳子翊 40847036 冷源三忠 蔡俊欽

44 1100166 兩用式耳 李孟芬 40828015 觀光三忠 郭樹霖 40828901 觀光三忠 無

45 1100167 兩用式書 李孟芬 40828015 觀光三忠 郭樹霖 40828901 觀光三忠 無

46 1100171 不卡片 李驊軒 40702023 機械四忠 蔡志陽 40746098 機械四忠 王振興

47 1100177 加強型游 陳柏翰 40732022 休閒四忠 陳柏宏 40732032 休閒四忠 謝碧華

48 1100182 百變杯袋 初心怡 4082900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49 1100183 鬧鐘 沈昌輝 40702033 機械四忠 陳威宇 40702053 機械四忠 王振興

50 1100193 可伸縮式 曾琪雯 40746001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郭蕭禎

51 1100201 強迫存錢 陳柏維 40847042 冷源三忠 蔡佳弦 40847029 冷源三忠 蔡俊欽

52 1100203 隨身水壺 林原羽 40708001 自控四忠 無 無 無 無

53 1100204 耳樑軟墊 林原羽 40708001 自控四忠 無 無 無 無

54 1100214 曬衣夾磁 呂良友 40740066 餐管四忠 黃婷 40740073 餐管四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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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100220 水壺抽屜 初心怡 40829002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56 1100226 紀錄枕 鄒嘉翰 40733909 休閒四孝 李銘軒 40733910 休閒四孝 無

57 1100237 香菸偵煙 呂岳哲 40740058 餐管四忠 彭紫君 40740082 餐管四忠 汪明傑

58 1100241 可裝四種 周進文 40746044 多遊四忠 陳泰豪 40746002 多遊四忠 郭蕭禎

59 1100248 激光眼鏡 魏子傑 40847005 冷源三忠 曹詔祁 40847007 冷源三忠 無

60 1100256 行走的杯 吳妍箴 40724027 妝管四忠 謝佳諭 40724902 妝管四忠 李明峻

61 1100259 物品升降 吳耀朋 40747023 冷源四忠 無 無 無 姚俊敏

62 1100260 機車增設 周進文 40746044 多遊四忠 陳泰豪 40746002 多遊四忠 郭蕭禎

63 1100291 感應式雙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64 1100300 眉毛投影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65 1100301 寵物休閒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66 1100303 變色隔板 蔡志陽 40746098 機械四忠 李驊軒 40702023 機械四忠 王振興

67 1100305 置物架手 張崇軒 40729013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郭蕭禎

68 1100307 鋁罐環保 張崇軒 40729013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郭蕭禎

69 1100313 手環型充 蔡鎮鴻 40851011 飛修三忠 劉家豪 40851010 飛修三忠 無

70 1100319 投幣式的 陳柏睿 40847018 冷源三忠 無 無 無 錢暐達

71 1100323 彈射式牙 張國書 40829005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蕭惠華

72 1100324 觸控式行 張國書 40829005 商設三忠 無 無 無 蕭惠華

73 1100328 自動擦球 郭育廷 40702003 機械四忠 無 無 無 無

74 1100331 安全帽鏡 李雨承 40702065 機械四忠 林明義 40702056 機械四忠 朱弋鵬

75 1100334 可調節式 陳歆予 40814901 餐管三忠 林懿蓮 40814043 餐管三忠 無

76 1100342 神奇寶貝 鄭宇翔 40950022 餐管二忠 許秉廉 40950031 休閒二忠 江孟書

77 1100350 防止機車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謝易儒 40702057 機械四忠 王振興

78 1100351 洗衣機自 謝曼雅 40828001 觀光三忠 無 無 無 徐定華

79 1100352 羽毛球收 謝曼雅 40828001 觀光三忠 無 無 無 徐定華

80 1100355 桌球門 楊哲宇 40918012 休閒二忠 高晟顏 40918010 休閒二忠 江孟書

81 11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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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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100371 防水及擦 周立陽 40846015 多遊三孝 黃麒澐 40850043 多遊三孝 林素吟

83 1100375 抹布擰乾 蔡育柔 60959033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84 1100377 組合式餅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85 1100380 新式風力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三忠 無 無 無 無

86 1100385 太陽能窗 林益興 40740057 餐管四忠 潘妙文 40750063 餐管四忠 無

87 1100409 行充腰帶 廖政錡 40847038 冷源三忠 劉哲雁 40847026 冷源三忠 無

88 1100411 多功能彈 賴金益 60959023 創新碩二 葉忠琦 60959016 創新碩二 陳玉崗

89 1100412 花盆整枝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90 1100413 嬰兒彈跳 賴金益 60959023 創新碩二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91 1100381 創意OK蹦 林益興 40740057 餐管四忠 潘妙文 40750063 餐管四忠 無

92 1100094 可拆卸圓 蕭竣仁 4082202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93 1100059 面紙領帶 許欣榮 40740078 餐管四忠 魏澤榮 40740075 餐管四忠 無

94 1100288 梳套 蘇筱媛 40746051 多遊四孝 林辰 40746079 多遊四孝 無

95 1100118 妝容印章 郭亦柔 40622019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趙嗣強

96 1100088 呼吸中止 呂良友 40740066 餐管四忠 黃婷 40740073 餐管四忠 無

97 1100360 具示警功 陳和嘉 40702022 機械四忠 曾柏翔 4070205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98 1100354 肥罩泡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99 1100386 方便垃圾 林益興 40740057 餐管四忠 潘妙文 40750063 餐管四忠 無

100 1100093 一鍵自動 蕭竣仁 40822021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何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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