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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0002 動物造型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顏靖軒 40905005 電機二忠 無

2 1110003 瓶起子叉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陳建誠 40905022 電機二忠 無

3 1110004 概念型配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陳榮辰 40905901 電機二忠 無

4 1110015 較方便打 蘇子衡 40708030 自控四忠 郑祥丰 40708052 自控四忠 無

5 1110018 雨傘牽繩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四忠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四忠 謝景晨

6 1110019 LED水溫蓮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四忠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四忠 謝景晨

7 1110020 粘板廚餘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四忠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四忠 謝景晨

8 1110021 啞鈴水壺 顏嘉芸 40722009 數媒四忠 朱苡瑄 40722008 數媒四忠 謝景晨

9 1110023 多聯式鳳 黃柏成 40714013 餐管四孝 邱育程 40714066 餐管四孝 無

10 1110024 馬拉松護 黃柏成 40714013 餐管四孝 邱昱程 40714066 餐管四孝 無

11 1110038 更換式口 黃柏成 40714013 餐管四孝 陳啓川 41014017 餐管一忠 無

12 1110041 LED護膝 林聖翔 40747017 冷源四忠 無 無 無 無

13 1110071 起跑架藍 郭鎧瑋 40747004 冷源四忠 池子維 40747005 冷源四忠 無

14 1110090 摺疊收納 蔡孟蒓 40840004 餐管三忠 鍾采育 40840046 餐管三忠 無

15 1110092 智能多功 江建樺 40846053 多遊三孝 陳永濬 40846059 多遊三孝 趙嗣強

16 1110095 拋兒式逗 陳永濬 40846059 多遊三孝 江建樺 40846053 多遊三孝 無

17 1110099 溺水救助 林裕賢 40851040 飛修三忠 詹佩瑀 40950003 餐管二忠 無

18 1110100 撞球架桿 林裕賢 40851040 飛修三忠 詹佩瑀 40950003 餐管二忠 無

19 1110103 激光小紅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陳榮辰 40905901 電機二忠 無

20 1110106 筷子孔拉 楊睿宸 40905004 電機二忠 陳榮辰 40905901 電機二忠 無

21 1110107 調料定量 吳維晁 40808022 自控三忠 洪振華 40808028 自控三忠 無

22 1110118 擋油鍋鏟 周立陽 40846015 多遊三孝 胡峻溢 40846011 多遊三孝 無

23 1110126 螢光雨傘 翁振家 40802902 機械三忠 侯焱騰 40802058 機械三忠 無

24 1110128 伏挺椅 許豐鉅 40851004 飛修三忠 無 無 無 無

25 1110130 胡椒罐瓶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6 1110139 卡路里湯 黃成億 40847008 冷源三忠 郭名宏 40847051 冷源三忠 蔡俊欽

27 1110142 撿便神器 曾繶靜 40422057 數媒延修 無 無 無 黃瓊慧

28 1110144 寵物飲水 段順生 40802006 機械三忠 王晏雯 40802012 機械三忠 無

29 1110149 夜光網球 陳暐中 40714901 餐管四忠 陳彥宸 40850008 餐管三忠 無

30 1110151 自行車喝 陳宇唐 40747014 冷源四忠 無 無 無 姚俊敏

31 1110155 局部繃帶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陳佳佑 40702047 機械四忠 無

32 1110160 四合一寵 陳佳佑 40702047 機械四忠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無

33 1110166 自動化移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田偉哲 40702048 機械四忠 無

34 1110167 食物濾油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無

35 1110169 運動錄影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無

36 1110172 坐墊起降 吳政諺 40702046 機械四忠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無

37 1110173 多功能握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田偉哲 40702048 機械四忠 無

38 1110174 口罩固定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孫郁淇 40702004 機械四忠 無

39 1110176 可折式滑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三忠 無 無 無 無

40 1110178 舒壓臂枕 謝曼雅 40828001 觀英三忠 賴明健 40834017 觀英三忠 徐定華

41 1110179 呼拉逗貓 謝曼雅 40828001 觀英三忠 賴明健 40834017 觀英三忠 徐定華

42 1110185 手提式寵 李冠諭 40851013 飛修三忠 郭雨勳 40851035 飛修三忠 無

43 1110190 牽引繩緊 姚翔騰 40851903 飛修三忠 許豐鉅 40851004 飛修三忠 無

44 1110192 掃大便機 高秉洋 40733912 休閒四孝 無 無 無 無

45 1110199 廚房用折 張幸洪 40746902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無

46 1110203 藥錠計量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勳平 40902008 機械二忠 王振興

47 1110205 圓形製冰 賴星羽 40814021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48 1110210 沙發窩 葉福俊 41046029 數媒一忠 無 無 無 無

49 1110214 寵物糞便 曹詔祁 40847007 冷源三忠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三忠 蔡俊欽

50 1110218 磨刀棧板 林協群 40750036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51 1110230 兔砂盆 黃麒澐 40850043 多遊三孝 魏輔均 40850042 多遊三孝 無

52 1110241 電子秤重 張雅晶 40922012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無

53 1110243 健身拉環 張雅晶 40922012 數媒二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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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110251 自動震動 曾資堯 40746006 多遊四忠 謝沅祐 40746072 多遊四孝 無

55 1110253 濾湯湯匙 蔡圳韋 40805003 電機三忠 無 無 無 無

56 1110259 自動逗貓 廖凱威 40847020 冷源三忠 曹紹祁 40840007 冷源三忠 無

57 1110261 防止幼童 王聖方 60902005 機械碩二 黃晢文 40602031 機械四忠 王振興

58 1110265 玩具偵測 李雨承 40702065 機械四忠 林明義 40702056 機械四忠 無

59 1110277 藍牙餵食 張怡婷 40814006 餐管三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三忠 無

60 1110281 多功能桌 許芷柔 61059042 創新碩一 何冠瑩 61059005 創新碩一 陳玉崗

61 1110285 水管剪刀 傅泊淳 40747052 冷源四孝 無 無 無 彭新志

62 1110287 染髮手握 潘翠明 61059004 創新碩一 許芷柔 61059042 創新碩一 陳玉崗

63 1110288 手環按摩 邱棠莉 61059017 創新碩一 蔡東錦 61059002 創新碩一 陳玉崗

64 1110289 寵物機器 林思涵 41040038 餐管一忠 黃珮芸 41040001 餐管一忠 江孟書

65 1110291 分離式行 陳亦賢 41050003 餐管一忠 許名揚 41050001 餐管一忠 江孟書

66 1110305 面紙酒精 黃可晴 40814026 餐管三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三忠 無

67 1110308 衣物穿帶 陳亦賢 41050003 餐管一忠 無 無 無 無

68 1110348 比賽紀錄 李承恩 40851008 飛修三忠 劉家豪 40851010 飛修三忠 無

69 1110359 智慧型成 蔡銘澤 40851026 飛修三忠 林建銘 40851017 飛修三忠 無

70 1110361 防燙傷鍋 蔡明璋 40802077 飛修三忠 謝承霖 40851027 飛修三忠 無

71 1110371 二合一調 吳依蓁 41050007 餐管一忠 姚凱綺 41050004 餐管一忠 江孟書

72 1110373 套圈圈夾 林鈺芹 41014019 餐管一忠 黃宇筠 41014024 餐管一忠 顏郁人

73 1110374 多功能寵 張鈞傑 40856010 多遊四孝 謝佩芬 40846050 多遊三孝 顏郁人

74 1110390 自動清理 張茗凱 40847004 冷源三忠 溫崇廷 40847027 冷源三忠 無

75 1110391 不掉塵土 林新貿 60959009 創新碩二 林涵婷 60959054 創新碩二 陳玉崗

76 1110409 自動收球 宋紋馨 40818031 休閒三忠 林宗瀚 40715020 資工四仁 無

77 1110410 50公尺自 陳瑋婷 40806005 行銷三忠 無 無 無 無

78 1110421 水果防塵 王慧伶 40750026 餐管四忠 蘇文誼 40750034 餐管四忠 無

79 1110424 開瓶蓋器 陳邑銓 40809004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林松義

80 1110429 插銷式防 陳邑銓 40809004 工設三忠 無 無 無 無

81 1110443 免折手按 何冠瑩 61059005 創新碩一 許芷柔 610590042 創新碩一 陳玉崗

82 1110448 隨身口袋 吳俊紘 40740087 餐管四忠 陳漢進 40740043 餐管四忠 無

83 1110462 雷射逗貓 羅聖閔 40746030 行銷四孝 無 無 無 翁泳聰

84 1110477 多功能貓 張修豪 40829004 商設三忠 林廷政 40848003 商設三忠 無

85 1110482 銀髮族感 李易韋 60959058 創新碩二 洪菁敏 61059010 創新碩一 陳玉崗

86 1110490 銀髮族走 李志鴻 40847016 冷源三忠 黃煜瀚 40847025 冷源三忠 蔡俊欽

87 1110499 新式風力 劉哲雁 40847026 冷源三忠 廖政錡 40847038 冷源三忠 蔡俊欽

88 1110507 清理消毒 朱智誠 40826001 商設三忠 吳昌瀚 40822015 商設三忠 無

89 1110511 行動水族 李易韋 60959058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90 1110515 百變骨牌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無 無 無 陳玉崗

91 1110501 旋轉水槽 郭淑茹 60959047 創新碩二 劉淑惠 60959037 創新碩二 陳玉崗

92 1110513 手電筒露 邱彥斌 40715007 資工四仁 無 無 無 王善揚

93 1110307 三合一鍋 黃珮芸 41040001 餐管一忠 無 無 無 無

94 1110208 擰髮器 徐宇萱 40746023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郭蕭禎

95 1110154 鍋鏟刨絲 郭祐妏 40822035 數媒三忠 無 無 無 無

96 1110217 一體兩用 洪意嵐 40750962 餐管四忠 無 無 無 無

97 1110207 暖暖包手 徐宇萱 40746023 多遊四忠 無 無 無 郭蕭禎

98 1110516 便利盒 楊于嫺 40724017 妝管四忠 張儷馨 40724031 妝管四忠 李明峻

99 1110186 煮麵瀝水 紀柏勛 40940024 餐管二忠 莊萍玉 40940901 餐管二忠 江孟書

100 1110306 奶油糖球 黃可晴 40814026 餐管三忠 陳巧萍 40814012 餐管三忠 無

101 1110163 運動護襠 東澤仕 40853012 休閒三忠 林俊伊 40818042 休閒三忠 王月雲

102 1110175 收納式水 田偉哲 40702048 機械四忠 李弘維 40702005 機械四忠 無

103 1110518 發光球 楊于嫺 40724017 妝管四忠 張儷馨 40724031 妝管四忠 李明峻

104 1110164 免洗式寵 林俊伊 40818042 休閒三忠 東澤仕 40853012 休閒三忠 張美玲

105 1110204 可拆的羽 賴星羽 40814021 餐管三忠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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