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年度升學總榜單  2020/9/9

班別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組

汽車三甲 王亭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甲 王晨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汽車三甲 朱浚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朱翔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

區）
汽車三甲 李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

區）
汽車三甲 周士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甲 林經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姚舜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甲 徐翊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張育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張哲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車三甲 張家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郭宗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車三甲 陳至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陳尚謙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陳明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陳泓瑋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汽車三甲 陳政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陳敬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甲 陳瑞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陳麒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

區）
汽車三甲 游明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甲 程柏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辜楷翔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汽車三甲 黃楚爲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汽車三甲 黃榮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黃議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楊久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車三甲 劉正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劉祐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劉環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劉權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汽車三甲 蔡忠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蔡昇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甲 鄭大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車三甲 簡羿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甲 簡鍇仲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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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三乙 周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蔡宇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車三乙 尹柏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王恩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車三乙 白峻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吳岱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吳魏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乙 李俊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車三乙 汪禮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沈郁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林俊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旗津校區）

汽車三乙 林哲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車三乙 夏子傑 黎明技術學院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徐鵬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張廷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旗津校區）

汽車三乙 張展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張基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梁祐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汽車三乙 莊承諭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車三乙 郭奕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陳衍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陳韋宏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汽車三乙 陳銘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曾宇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葉耑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廖埻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劉金泰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車三乙 劉家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汽車三乙 蔡師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蔡詠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乙 蔡濬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車三乙 盧憲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車三乙 賴善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乙 賴經豪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車三乙 魏子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汽車三乙 魏郡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車三乙 蘇俊明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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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甲 王漢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包宸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甲 李君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芮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邱向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邱顯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洪承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甲 紀尊吾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徐敬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徐毅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程

電機三甲 張博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甲 張景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莊柏恩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電機三甲 許皓崴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三甲 郭俊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甲 陳奕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昱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甲 曾緯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曾鈺棋 亞東技術學院 環境工程系

電機三甲 黃琨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楊佳澤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電機三甲 楊宗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楊翊翔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電機三甲 溫旻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廖浚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劉世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劉宇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甲 劉禹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潘亮邑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潘麒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三甲 蔡杰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蔣彥彬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鄧聖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三甲 鄭宇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蘇志益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機三甲 蔡其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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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乙 張馨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若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琦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尹偉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韋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乙 王晨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何昀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吳居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吳秉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乙 吳思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威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建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沈高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佑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三乙 林君樹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機三乙 林峻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暐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乙 施博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乙 洪少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高英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乙 康祐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政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敦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許庭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電機三乙 陳夆銘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泓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顗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黃奎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黃威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楊承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董千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潘彥丞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電子系（新竹校區）

電機三乙 蔡勝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嚴振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高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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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三甲 吳宇敬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吳克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吳尚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電子三甲 杜睿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秉杰 健行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電子三甲 林威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昱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建工校區）

電子三甲 林柏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林瑋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邱俊斌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電子三甲 邱康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甲 紀嘉隆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徐欣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郭芳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甲 郭皇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陳柏瑜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韋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謙宇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曾宏義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黃彥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黃柏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甲 黃健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甲 楊士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董紹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建工校區）

電子三甲 廖辰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甲 甄劭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品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潘柏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甲 蔡泓錫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電子三甲 蕭富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謝辰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甲 謝宗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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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三乙 張心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電子三乙 王主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王經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王維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石喆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乙 朱啟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江權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吳宗喬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李弘智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乙 李永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李宸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林品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林祐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邱少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邱展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施鈞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柯禹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范紹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張仕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電子三乙 張志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許廷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宇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陳信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彥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柏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陳逢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毓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煥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聖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黃稚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楊德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葉庭維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劉霈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簡偉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三乙 陳重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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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三甲 王威凱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冷凍三甲 吳昱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甲 李侑叡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李柏澔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冷凍三甲 周士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冷凍三甲 周柏維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冷凍三甲 林奕霆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林家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邱聖城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冷凍三甲 姚凱榮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冷凍三甲 洪凱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甲 徐子鈞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冷凍三甲 郭永隆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陳仕勛 中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台北校區）

冷凍三甲 陳冠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冷凍三甲 陳崇宥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冷凍三甲 陳葆原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陳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冷凍三甲 陳翰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陳龍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陳證文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冷凍三甲 温智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甲 黃詳宗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冷凍三甲 楊佳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甲 楊政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甲 廖德展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冷凍三甲 潘偉倫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冷凍三甲 蔡紀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甲 蔣雲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甲 鄭謙恩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冷凍三甲 蕭博文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冷凍三甲 賴東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冷凍三甲 謝廷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甲 顏喬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燕巢校區）

冷凍三甲 王信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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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三乙 張芷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冷凍三乙 藍湘婷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冷凍三乙 江俊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江皓瑜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余仁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冷凍三乙 李正喬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李其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李孟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冷凍三乙 李則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乙 谷憲霖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冷凍三乙 林宥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乙 林軒煦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林順逢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冷凍三乙 林聖評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冷凍三乙 林維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邱立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胡凱崴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冷凍三乙 孫浩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冷凍三乙 張子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冷凍三乙 許藤瀚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郭俊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乙 郭宸瑋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陳子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陳奕勳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冷凍三乙 陳昱安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冷凍三乙 陳灃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廖立宸 中華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台北校

區）
冷凍三乙 劉真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冷凍三乙 劉誠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鄭均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乙 鄭翔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冷凍三乙 盧政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冷凍三乙 駱福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謝宗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冷凍三乙 簡士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冷凍三乙 魏郡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冷凍三乙 羅鉦傑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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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甲 王明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第一校區）

資訊三甲 江厚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江品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吳聖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宋若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資訊三甲 李冠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杜柏諺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周佑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周宸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柏均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寵物美容設計組

資訊三甲 林哲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洪品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紀睿軒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三甲 胡祐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胡新睿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孫睿琦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張戎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張韋宗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資訊三甲 張嘉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資訊三甲 莊博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建工校區）

資訊三甲 莊智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郭子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冠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奕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資訊三甲 陳柏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海碧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資訊三甲 黃冠霖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黃煒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楊景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訊三甲 溫士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廖煒群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資訊三甲 潘泓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資訊三甲 蔡尚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鄭學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簡名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蘇靜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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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乙 余如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資訊三乙 李怡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林書微 輔仁大學 哲學系

資訊三乙 邱郁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乙 孔宇豪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資訊三乙 尹翔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第一校區）

資訊三乙 朱佑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吳茂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吳貫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資訊三乙 周承峯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資訊三乙 林承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林彥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林哲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乙 林儀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乙 洪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徐照東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資訊三乙 高愷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資訊三乙 康家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資訊三乙 張昊宸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資訊三乙 張庭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乙 張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資訊三乙 曹哲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資訊三乙 陳柏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燕巢校區）

資訊三乙 曾德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資訊三乙 游紹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游舜竹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乙 湯語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楊博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資訊三乙 楊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楊皓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乙 葉宜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乙 廖蒼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劉翊誠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鄧以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黎信宣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謝昇宏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乙 羅正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0 / 24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年度升學總榜單  2020/9/9

班別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組

控制三甲 左紹群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吳均賢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控制三甲 宋孟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控制三甲 李宗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甲 周芳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甲 周柏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周暉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甲 易磊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控制三甲 林其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旗津校區）

控制三甲 林彥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控制三甲 邱子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建工校

區）
控制三甲 邱睿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胡國瑞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徐子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控制三甲 高麒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控制三甲 張育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控制三甲 曹詠峻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陳奕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陳柏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控制三甲 陳柏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陳聖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控制三甲 陳鴻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控制三甲 鹿宇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控制三甲 彭紹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黃冠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黃品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控制三甲 黃浩天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控制三甲 劉明叡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劉欣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劉恩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控制三甲 潘秉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控制三甲 蔡承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甲 謝煥睿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三甲 羅皓恩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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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三乙 宋怡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李奕靜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控制三乙 張筱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控制三乙 陳思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控制三乙 鍾文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尤皇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朱昶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吳柏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乙 吳峻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控制三乙 李秉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李銘浩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林品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控制三乙 林哲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乙 林煦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控制三乙 林慕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控制三乙 邱子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建工校區）

控制三乙 施嘉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建工校區）

控制三乙 唐文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控制三乙 高偉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控制三乙 張哲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控制三乙 張家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張祐曦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控制三乙 張傑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控制三乙 許召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陳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陳昱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陳柏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控制三乙 詹技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控制三乙 劉柏俊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控制三乙 蔡瀚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

區）
控制三乙 謝向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控制三乙 顏福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三乙 蘇峻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控制三乙 廖偉誠 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 資訊工程系

12 / 24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年度升學總榜單  2020/9/9

班別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組

圖傳三甲 王怡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圖傳三甲 王靖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圖傳三甲 余婕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圖傳三甲 吳守恩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圖傳三甲 李為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圖傳三甲 李紫寧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圖傳三甲 林佳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桃園校區）

圖傳三甲 林映余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圖傳三甲 施羽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圖傳三甲 張芝翎 國立台北大學進修部 數位行銷學程

圖傳三甲 彭妍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圖傳三甲 劉家欣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圖傳三甲 歐陽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圖傳三甲 王宇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圖傳三甲 江承儒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圖傳三甲 余尚喆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圖傳三甲 吳丞越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圖傳三甲 汪翊軒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圖傳三甲 林祐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圖傳三甲 柯乃元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圖傳三甲 高敏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圖傳三甲 陳柏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圖傳三甲 陳柏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圖傳三甲 曾祥庭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台北校區）

圖傳三甲 曾陳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圖傳三甲 黃厚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圖傳三甲 塗景鈞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圖傳三甲 劉家宏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圖傳三甲 黎濟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圖傳三甲 王珺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圖傳三甲 呂懿庭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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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三乙 王莉惠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圖傳三乙 林芩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圖傳三乙 張品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圖傳三乙 莊惠如 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圖傳三乙 陳子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圖傳三乙 陳紫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圖傳三乙 游昕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圖傳三乙 黃盈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圖傳三乙 黃若棻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圖傳三乙 廖本靜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圖傳三乙 褚芷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圖傳三乙 劉家穎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圖傳三乙 蔡宜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圖傳三乙 鄭凱云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圖傳三乙 簡予恬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圖傳三乙 王宇勛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台北校區）

圖傳三乙 王照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圖傳三乙 江旻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圖傳三乙 池昀澤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桃園校區）

圖傳三乙 林宗禾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圖傳三乙 林明翰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圖傳三乙 孫之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圖傳三乙 張丞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圖傳三乙 張庭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圖傳三乙 張盛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圖傳三乙 張凱琋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圖傳三乙 黃禹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圖傳三乙 黃唯哲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圖傳三乙 劉正徽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圖傳三乙 蔡典麟 國立台北大學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圖傳三乙 蔡振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圖傳三乙 賴冠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桃園校區）

圖傳三乙 賴萬融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圖傳三乙 陳玟瑾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淡水校本部）

圖傳三乙 李佩璇 澳洲皇家墨爾本大學 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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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三甲 王延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王品謙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王奕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王惇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建築三甲 王朝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吳丞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吳承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李孟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李建宸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建築三甲 李庭逸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林均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林宜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林柏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紀承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胡孝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茆廣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徐維佑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藝術學系學士班

建築三甲 馬永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庭豪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甲 莊睿棋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建築三甲 許紘齊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建築三甲 郭俊廷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甲 陳泂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彥竹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建築三甲 陳柏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建築三甲 陳柏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曾敬宇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甲 游昇崧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泳翔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甲 黃冠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建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瀚霆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廖泓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劉書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建築三甲 潘宸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蔡旻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鄭天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建築三甲 謝宜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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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三乙 李昕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建築三乙 范永祺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乙 高宥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張芷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張蕙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張瓊方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建築三乙 許如欣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建築三乙 陳乃莙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桃園校區）

建築三乙 陳語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建築三乙 劉芳岑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醫藥產業組

建築三乙 羅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丁鼎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江櫂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第一校區）

建築三乙 李宜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李杰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李鈞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廷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高辰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邱昱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邱柏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張智鈞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乙 許佑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仰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信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冠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冠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奕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湯鈞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黃鎧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建築三乙 蔡昀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盧浩昀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建築三乙 賴佑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簡挺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顏峮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黃品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胡晉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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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甲 王又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奎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機械三甲 石家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江竹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機械工程

組
機械三甲 江承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機械三甲 何宜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吳聲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杜翔霖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周皇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械三甲 林尚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邱品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施紹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建工校區）

機械三甲 洪世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機械三甲 高思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宸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書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睿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組

機械三甲 張耀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梁恆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許丞皓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宇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俊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柏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梁紹謹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機械三甲 陳鴻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甲 黃思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楠梓校區）

機械三甲 黃衍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建工校區）

機械三甲 黃恩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黃紹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葉品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甲 葉張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機械三甲 葉湛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雷博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劉立全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劉哲瑋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甲 謝祖恩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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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乙 官宣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機械三乙 王偉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白松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何欣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吳丞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乙 呂育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宋尚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械三乙 李尚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李驊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周立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械三乙 周宸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乙 林正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林冠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三乙 林郁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洪諄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區）

機械三乙 唐燕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許丞瑋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亭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信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陳彥宇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乙 彭修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機械三乙 温宥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機械三乙 楊沐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廖宗瑋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新竹校區）

機械三乙 廖祥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三乙 劉容安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機械三乙 練寶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蔡沛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蔡宗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乙 賴品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賴政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謝岳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謝昱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簡楷成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機械三乙 羅貽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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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三甲 白雨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機電技優專班

製圖三甲 吳子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製圖三甲 李丞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李建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製圖三甲 李睿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杜仲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

製圖三甲 林士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製圖三甲 林子容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台北校區）

製圖三甲 林子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製圖三甲 林羿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施凱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紀致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第一校區）

製圖三甲 張庭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祐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凱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瀚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群)

製圖三甲 陳冠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奕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宥睿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陳昱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柏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浩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

製圖三甲 陳揚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智能系統與控制組（建工

校區）

製圖三甲 傅冠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

製圖三甲 黃冠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製圖三甲 黃韋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楊睿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葉人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

製圖三甲 廖韡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

製圖三甲 魏予恒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校區)

製圖三甲 羅承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建工校

區）
製圖三甲 蘇昱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製圖三甲 蘇致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邱柏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趙睿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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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三乙 吳幸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李政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建工校區）

製圖三乙 李書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製圖三乙 侯羽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高慈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製圖三乙 許亘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建工校區）

製圖三乙 郭紀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製圖三乙 陳宛柔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影視傳播系

製圖三乙 陳玲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曾幸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製圖三乙 曾鈺文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製圖三乙 黃莛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製圖三乙 楊文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建工校

區）
製圖三乙 鄧芳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乙 駱品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應采青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製圖三乙 王梓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製圖三乙 余昊哲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吳炘諺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生物科技系

製圖三乙 呂呈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製圖三乙 李文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李泓誼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北校區）

製圖三乙 李冠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乙 沈宣丞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洪秉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群)

製圖三乙 范睿廷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製圖三乙 張少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郭宥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製圖三乙 陳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乙 黃鈺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廖奕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建工校

區）
製圖三乙 蔡佳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蔡恩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乙 簡梵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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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三忠 曾芝翎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綜高三忠 蘇庭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忠 游媁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綜高三忠 洪裕翔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綜高三忠 張肇沅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綜高三忠 楊昌羿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綜高三忠 陳威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忠 李英群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綜高三忠 何宗瑜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

（桃園）

綜高三忠 簡宇田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綜高三忠 呂元揚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品牌行銷組(台北校區)

綜高三忠 吳雅琴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綜高三忠 林妤倫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綜高三忠 徐琦雯 銘傳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桃園）

綜高三忠 林憶臻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綜高三忠 劉芷安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桃園）

綜高三忠 錢照融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綜高三忠 柯洧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綜高三忠 張紹緯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綜高三忠 符議元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綜高三忠 連一鳴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綜高三忠 王家鴻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綜高三忠 連柏諺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綜高三忠 陳宥維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綜高三忠 秦少宸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臺北）

綜高三忠 鄭佳豪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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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三孝 黃怡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三孝 鄭凱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精密機械組（第一校區）

綜高三孝 李佳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三孝 張宇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群)

綜高三孝 陳政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三孝 李沅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綜高三孝 江知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綜高三孝 李昕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智能系統與控制組（建工

校區）

綜高三孝 高季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三孝 許家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綜高三孝 蔡居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三孝 王育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林佩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樓乙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龔橞慈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綜高三孝 曾玟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陳映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綜高三孝 巫啟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洪裕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陳武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孝 蕭成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綜高三孝 林宥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黃彥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魏銘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綜高三孝 林為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孝 林浩平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綜高三孝 陳志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吳奕緯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綜高三孝 吳睿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黃亮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綜高三孝 蔡太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三孝 江允禎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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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三仁 沈芮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綜高三仁 林芹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仁 王怡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仁 杜欣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杜恩語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三仁 劉玉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綜高三仁 李亞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林煜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洪誌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胡品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第一校區）

綜高三仁 陳弘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陳佐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綜高三仁 陳俊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仁 陳俊諭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陳清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蔡秉諭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三仁 蕭立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綜高三仁 武政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施嘉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綜高三仁 孫睿呈 大華科技大學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綜高三仁 張嘉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陳威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陳柏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燕巢校區）

綜高三仁 陳愷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綜高三仁 廖怡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仁 方廷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李彥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李瑛禮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房昶圻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林華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綜高三仁 孫惟焱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仁 徐然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仁 游晟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三仁 童羿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綜高三仁 林梭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綜高三仁 徐瑞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仁 陳貫華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綜高三仁 黃文沛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三仁 劉鈞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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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三愛 蔡姍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三愛 邱子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綜高三愛 陳宛靚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綜高三愛 賴冠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綜高三愛 賴宥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陳彥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第一校區）

綜高三愛 蔡杰儫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林奕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綜高三愛 范紘齊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綜高三愛 陳昱霖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曾茂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林致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綜高三愛 施均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陳駿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陶尚親 明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綜高三愛 廖岑翰 輔仁大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三愛 蔡沛穎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綜高三愛 周宇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林云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愛 丁鈺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愛 李玲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三愛 黃歆茹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三愛 謝欣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綜高三愛 徐嘉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高三愛 陳彥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陳柏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綜高三愛 廖昱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三愛 王志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愛 吳柏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陳新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綜高三愛 歐銘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愛 蔡少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建工校區）

綜高三愛 李紹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三愛 曹恩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三愛 陳定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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