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全國飛絡力盃(Feiloli)電子遊戲機創意設計比賽

流水號 名次 獎項 組別 作品名稱 校名 系所 組長 組員 指導教授 文號 獎狀數量

1 第一名 伍萬元暨獎狀 B14 大風吹 台北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所 巫宗翰 唐偉豪、蕭文祥、林育昇、王漢偉 范丙林 001 6

2 第二名 參萬元暨獎狀 B07 手腕關節旋轉活動度復健遊戲系統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張勝翔 吳秉潔、楊朝嘉 吳信義 002 4

3 第三名 壹萬元暨獎狀 B15 籤言萬予 台北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所 張簡甯 張雅婷、莊家榮 范丙林、巴白山 003 5

4 佳作 伍仟元暨獎狀 A10 互動式視訊跳舞機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游炳賢 無 王圳木 004 2

5 佳作 伍仟元暨獎狀 A14 三軸多變化籃球機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廖裕國 無 陳文淵 005 2

6 佳作 伍仟元暨獎狀 A06 標靶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古証兆 顏秋宇 陳文淵 006 3

7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05 RunRunRun 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黃雅婷 温彩如、劉詠晴、李佳濱、顏嘉宏 羅見順 007 6

8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21 影象 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以軒 陳蓉恩、楊尚婕、巫宗輯、陳昆元、張蕙讌 羅見順 008 7

9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12 破壞終結(GuArdiAn of EternAl) 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詹宇軒 杜珈君、林榮楠 游正義 009 4

10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13 任你打 高雄高工 電機科 孟成澤 葉晉源、蔡昀倫、顏子傑、洪煒捷 許宏昌 010 6

11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08 音樂索尼 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田育任 吳凱誌 王圳木 011 3

12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11 簡單遊戲 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莊承翰 無 王圳木 012 2

13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15 數字拉霸機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胡呈諺 周佑政 蔡忠和 013 3

14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03 Wii螢光棒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盧偉銓 林廉詠、王嵩堡、邱世瑋 唐經洲 014 5

15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18 詠春 台北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所 岳庭誼 楊捷亨、陳美方 巴白山 015 4

16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01 EMG天才釣魚手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張治中 林暐傑、林家禾、鄭翔駿 王清松 016 5

17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20 體桿賽車(Body Racing)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何明勳 陳建宇、吳浩維、許富淞 林維暘 017 5

18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06 觸控遊戲 大華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范翔瑄 徐豪昇 鍾金河 018 3

19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25 歡樂打野戰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曾乙玄 詹佑祥、黃偉豪 張創然、黃樹林 019 5

20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19 多軸機械抓抓樂 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謝富才 賴宥丞、張凱智、李俊緯 洪清寶 020 5

21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18 快樂跳遊戲機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陳昱叡 郭東和 蔡忠和 021 3

22 最佳創意獎 獎狀 B16 音符能使鬼推磨 台北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所 翁靜儀 無 范丙林 022 2

23 最佳創意獎 獎狀 A26 電子射擊遊戲機 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鄭宇翔 陳翰霆、簡鴻軒、周祈宏 張獻中 023 5

24 入選 獎狀 A05 肢體控制之平衡球遊戲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顏秋宇 黃耀德 陳文淵 024 3

25 入選 獎狀 A21 直線運動 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許顏忠 蔡秉承、李俊緯、賴宥丞、陳嘉偉 洪清寶 025 6

26 入選 獎狀 A09 互動式視訊猜拳機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游炳賢 無 王圳木 026 2

27 入選 獎狀 A20 啥郎尬我比 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張人丰 賴宥丞、張凱智、謝富才 、李俊緯 洪清寶 027 6

28 入選 獎狀 A17 球你別閃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鐘珞珉 林旻彥 蔡忠和 028 3

29 入選 獎狀 A02 酷炫投球機 二信高中 電機科 鄧凱文 韓濟光、林家樂、張騰元 高菁穗、李榮銘 029 6

30 入選 獎狀 A11 互動式視訊鋼琴機 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蘇靖淵 無 廖炳松 030 2

31 入選 獎狀 A01 旋風益智車 二信高中 電機科 李元維 俞凱迪、許家銘、游日豪 李榮銘、高菁穗 031 6

32 入選 獎狀 A07 肢體控制之醉酒平衡遊戲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林長盛 古証兆 陳文淵 032 3

33 入選 獎狀 A16 ㄧ槓進洞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黃翔政 蕭孟杰 蔡忠和 033 3

34 入選 獎狀 A04 太陽能小型化電子拉霸遊戲機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陳文仁 黃培修、張瑋庭 余兆棠 034 4

35 入選 獎狀 A22 瘋狂搖擺圈圈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鄭章民 施懿庭、候姵任 張創然、黃樹林 035 5

36 入選 獎狀 A23 護生環保撈魚遊戲機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陳哲毅 郭家旗、陳鴻銘、辜彥崧、施建宏 陳智輝、周政南、陳德超 036 8

37 入選 獎狀 A24 戰略帝國彈珠台之自動擊球裝置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歐書鳴 黃柏譯、吳羽濂、江帛穎、張庭維 陳德超 037 6

38 入選 獎狀 B04 超時空傳說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連子瑄 張惠華、孫瑩琳、蕭凱任、鄭歆澔、李啟榮 陳宏光 038 7

39 入選 獎狀 B17 琴聲意濃 台北教育大學 玩具與遊戲設計所 謝峻偉 潘嬑薇 莊淇銘 039 3

40 入選 獎狀 B12 多媒體影像辨識遊戲設計 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朱致翰 無 王圳木 040 2

41 入選 獎狀 B13 Fruit-Fist 台北教育大學 數位科技設計學系 許雅雁 無 范丙林 041 2

42 入選 獎狀 B10 球桌遊戲(TaBle Game)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游舜甯 無 陳宏光 042 2

43 入選 獎狀 B02 Android 互動式圍棋遊戲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徐嘉鴻 馬紹文、蘇宏典 薛雲太 043 4

44 入選 獎狀 B09 逃離工程館-勤益KUSO 篇 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王聖元 徐子恩、羅偉文、陳威霖、楊富中 林學儀 044 6

45 入選 獎狀 B03 多合一電子棋盤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黃麟傑 曾鈺婷、吳元傑、黃頎恩 黃新賢 045 5

46 入選 獎狀 B19 蹦蹦跳跳海帶拳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林志駿 葉宗維、羅安良 黃樹林、張創然 046 5

47 入選 獎狀 B08 殖民地防衛戰 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何育岱 無 陳宏光 047 2

總計 196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