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登記分發錄取榜單

2021/8/3

統測准考證號 姓名 錄取學校名稱 錄取系科組學程名稱

520**537 闕O宏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73 李O峰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350 阮O越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41 郭O維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520**078 張O辰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520**757 林O維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520**098 王O翊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520**174 李O霖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520**025 江O謙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520**474 何O莉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520**009 鄭O婷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520**545 吳O倩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078 王O毅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520**106 呂O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520**402 楊O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520**538 黃O皓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521**005 陳O瑩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521**093 游O哲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520**281 吳O翔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520**457 黃O凱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090 林O年 華夏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142 謝O芯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521**097 黃O懌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520**490 葉O銘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521**069 吳O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520**297 陳O森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605 田O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520**585 林O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0**118 呂O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0**185 陳O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520**073 施O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0**085 楊O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0**213 黃O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5**173 胡O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5**217 藍O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0**154 陳O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0**033 盧O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0**225 陳O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0**038 張O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5**277 陳O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0**242 胡O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0**210 黃O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520**013 王O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89 蔡O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45 謝O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209 杜O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157 洪O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74 洪O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26 陳O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141 黃O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361 趙O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525 王O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473 朱O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545 吳O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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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533 李O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593 金O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57 倪O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85 許O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086 葉O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5**081 于O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01 王O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85 王O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29 吳O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53 郭O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17 陳O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57 黃O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41 鄭O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25 蔡O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53 王O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29 吳O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77 李O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49 張O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49 許O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002 李O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37 吳O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18 施O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97 張O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50 黃O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433 李O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53 易O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93 林O禾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285 莊O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289 謝O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33 林O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617 宋O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713 林O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933 何O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917 陳O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158 陳O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134 羅O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15**001 李O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58 許O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25 吳O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689 潘O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5**197 王O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5**113 林O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54 何O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50**005 林O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10 施O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138 周O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210 秦O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182 曾O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526 吳O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49 王O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520**245 林O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510**001 李O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520**233 洪O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161 陳O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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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93 邱O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029 許O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189 徐O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237 蔡O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185 黃O慧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062 范O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553 鄭O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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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301 沈O森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520**002 林O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520**014 楊O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520**041 徐O陽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520**025 鄭O勳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520**373 郭O佑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901 林O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406 黃O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470 詹O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1**021 彭O駿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521**153 曾O祐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520**557 林O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520**198 吳O勳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520**226 林O庭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520**189 吳O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520**409 洪O佑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520**006 蔡O棏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520**418 趙O澂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520**205 林O心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520**429 張O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489 詹O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69 程O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074 吳O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5**033 呂O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49 劉O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09 何O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37 洪O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61 黃O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54 曾O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33 許O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05 陳O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17 黃O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34 林O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06 陳O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05 王O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85 楊O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29 賴O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685 陳O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46 曾O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254 吳O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530 鄭O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038 陳O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58 藍O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10 謝O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520**162 管O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520**109 謝O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0**105 江O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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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7 丘O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093 朱O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137 邱O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041 劉O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209 王O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205 王O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269 周O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273 林O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197 洪O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217 卓O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520**025 楊O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520**393 林O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681 張O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5**281 時O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125 張O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520**177 陳O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520**257 王O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520**082 洪O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369 郭O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509 林O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681 戚O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009 周O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121 陳O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081 黃O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049 劉O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061 顏O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245 施O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177 陳O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054 吳O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0**034 王O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1**109 李O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520**053 沈O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520**081 林O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生產工程系
520**386 林O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生產工程系
520**426 周O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449 蘇O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0**729 邱O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520**394 陳O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520**281 陳O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397 謝O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449 林O琦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5**213 潘O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69 黃O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34 楊O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93 謝O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498 李O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222 趙O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5**002 宋O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213 高O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520**437 陳O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520**605 童O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520**101 高O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05 趙O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201 吳O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登記分發錄取榜單

2021/8/3

統測准考證號 姓名 錄取學校名稱 錄取系科組學程名稱

520**233 吳O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066 紀O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0**177 陳O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357 林O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413 陳O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513 徐O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53 侯O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77 張O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33 陳O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090 蔡O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241 陳O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93 李O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01 段O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81 蔡O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57 王O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313 邱O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333 紀O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098 呂O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266 吳O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473 林O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37 邱O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21 徐O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261 賴O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29 李O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305 羅O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77 陳O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118 廖O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238 柯O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174 熊O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522 駱O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645 陳O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478 陳O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482 顏O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385 賀O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769 詹O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542 劉O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21 陳O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520**129 曾O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520**557 簡O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649 陳O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106 蘇O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20**249 趙O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520**389 林O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20**373 唐O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520**042 顏O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智能系統與控制組
520**349 黃O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629 李O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381 王O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520**373 黃O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520**002 黃O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520**689 趙O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540**001 洪O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520**010 陳O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520**110 翁O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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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665 沈O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520**094 王O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520**521 何O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325 江O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14 焦O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285 吳O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40**017 林O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58 武O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78 蘇O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489 殷O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0**030 王O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0**398 廖O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0**186 張O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0**502 吳O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0**377 周O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20**669 林O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20**397 林O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25**109 謝O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520**226 鄭O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520**410 林O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520**189 蔡O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565 李O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5**241 劉O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5**377 王O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118 許O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561 廖O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146 陳O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385 鍾O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520**374 黃O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
520**457 莊O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520**709 朱O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520**481 高O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520**313 蕭O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525**221 黃O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5**361 蔡O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0**102 方O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0**130 陳O容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1**001 嚴O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520**321 葉O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0**021 林O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421 朱O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520**497 阮O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520**117 黃O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520**114 林O賢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520**078 李O岑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520**341 王O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0**625 蘇O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0**437 高O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138 魏O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0**473 王O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101 施O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097 高O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229 王O欽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185 阮O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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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5 黃O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345 曾O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453 張O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441 潘O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581 鄭O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126 陳O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022 陳O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0**501 吳O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5**345 宋O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5**313 洪O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0**510 邱O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0**057 陳O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193 林O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520**070 周O茹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520**122 邱O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520**050 邱O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520**090 林O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522**005 吳O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225 張O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018 陳O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417 鄧O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230 陳O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146 王O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5**393 何O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0**033 黃O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520**058 高O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520**433 葉O緯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520**409 李O庭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40**017 黃O萱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51**001 吳O羲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520**109 陳O楚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520**133 宋O敏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520**161 李O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520**078 黃O葳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521**029 程O聿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520**101 王O婷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105 何O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181 林O寬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145 塗O鈞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0**370 蔡O修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0**046 楊O叡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520**621 黃O育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20**333 謝O霖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20**549 范O翔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20**014 周O宏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20**601 邱O棊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20**017 林O奇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520**245 李O弘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520**157 李O宏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520**417 張O善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520**005 王O祺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021 莊O翔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185 曾O潔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5**365 陳O閎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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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657 王O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405 周O瑋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5**369 畢O翔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902 張O鈞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0**017 韓O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520**541 熊O華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520**265 郭O奕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520**461 張O皓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520**677 林O翰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520**014 蔡O安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525**381 林O軒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525**261 王O閎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520**222 陳O鈺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520**466 張O瑋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520**029 陳O睿 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理系
520**010 陳O彥 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理系
520**209 何O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漫畫系
520**069 陳O雯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淡水校區）
521**073 傅O勝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521**121 宋O穎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525**265 黃O哲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520**037 林O民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北校區）
520**121 王O晏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520**029 李O昕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520**366 吳O鎧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520**089 吳O珊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北校區）
520**165 李O萱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北校區）
520**129 楊O達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520**137 董O君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系（台北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