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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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班級1 學生2姓名 學生2學號 學生班級2 指導老師

1 第一名 1100725 多功能電 賴金益 60959023 創新碩一 葉忠琦 60959016 創新碩一 陳玉崗

2 第二名 1100654 多功能性 蔡育柔 60959033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3 第三名 1100773 聲光槌球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4 優等獎-01 1100471 浮標漏斗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5 優等獎-02 1100470 複合式按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6 優等獎-03 1100373 道路自由 呂東林 40729010 商設三忠 王靖翔 40729009 商設三忠 陳玉崗

7 優等獎-04 1100656 多功能握 蔡育柔 60959033 創新碩一 葉忠琦 60959016 創新碩一 陳玉崗

8 優等獎-05 1100727 影像紀錄 劉忠憲 60959035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9 佳作獎-01 1100472 隨身調味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一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一 陳玉崗

10 佳作獎-02 1100037 超聲波地 陳柏宏 40732032 休閒三忠 陳柏瀚 40732022 休閒三忠 張美玲

11 佳作獎-03 1100495 溫度顯示 林秋庭 40914087 餐管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2 佳作獎-04 1100108 蛋黃蛋白 金蕎程 40602512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13 佳作獎-05 1100101 S型開口衣 何家維 40602503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14 佳作獎-06 1100257 溫度湯匙 朱弘正 40646027 多遊四孝 湯華傑 40607013 多遊四忠 陳煌琦

15 佳作獎-07 1100648 四腳拐收 程姿綾 40729022 商設三忠 張雁鈞 40729021 商設三忠 陳玉崗

16 佳作獎-08 1100667 壓力籃球 廖渝汝 40729002 商設三忠 業聿芯 40729023 商設三忠 陳玉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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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佳作獎-09 1100107 滾輪美工 邱琨祐 40602511 機械四信 無 無 無 無

18 佳作獎-10 1100501 羽球計球 林秋庭 40914087 餐管一忠 無 無 無 陳玉崗

19 佳作獎-11 1100332 防走失裝 莊子鋒 40809003 工設二忠 無 無 無 林俊鋒

20 佳作獎-12 1100156 路亞擬餌 張獻元 40629006 商設四忠 葉秉翰 40629023 商設四忠 無

21 佳作獎-13 1100162 可測溫度 賴其鴻 40702043 機械三忠 無 無 無 無

22 佳作獎-14 1100155 機車車廂 葉秉翰 40629023 商設四忠 張獻元 40629006 商設四忠 無

23 佳作獎-15 1100674 紫外線牙 陳芹玟 40606010 企管四忠 黃柏鈞 40606024 企管四忠 無

24 佳作獎-16 1100212 智能日曆 江偉誠 40746021 多遊三忠 王佳偉 40746048 多遊三忠 郭蕭禎

25 佳作獎-17 1100150 自動輔助 林佑澍 40615010 資工四忠 無 無 無 無

26 佳作獎-18 1100237 便攜保溫 曾麗月 40802005 工設二忠 魏君靜 40809018 工設二忠 林俊鋒

27 佳作獎-19 1100666 木馬套圈 廖渝汝 40729002 商設三忠 業聿芯 40729023 商設三忠 陳玉崗

28 佳作獎-20 1100641 卡榫嬰兒 張雁鈞 40729021 商設三忠 程姿綾 40729022 商設三忠 陳玉崗

29 佳作獎-21 1100852 多功能電 莊凱婷 60959051 創新碩一 無 無 無 陳玉崗

30 佳作獎-22 1100003 鑰匙裝置 林晏廷 40614903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附註：為保護同學創意，作品名稱僅公佈部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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