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學年度四技二專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錄取榜單

統測准考證號 姓名 錄取學校名稱 錄取系科組學程名稱

52XXXX82 羅O凱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系（臺北校區）

52XXXX97 謝O正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臺北校區）

52XXXX29 王O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理系醫療產業管理組

52XXXX88 顏O先 弘光科技大學 物理治療系

54XXXX96 戚O民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89 蘇O庭 亞東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52XXXX16 陳O彥 亞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

52XXXX94 蔡O城 亞東科技大學 材料與纖維系材料應用科技組

52XXXX70 黃O彰 亞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82 吳O謙 亞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09 謝O宸 亞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37 李O勳 亞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車組

53XXXX05 張O憲 亞東科技大學 護理系

52XXXX17 王O安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46 陳O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62 黃O証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77 許O曦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52XXXX57 鄭O軒 明志科技大學 半導體材料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69 黃O安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52XXXX66 干O平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53 李O英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45 陳O宇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42 陳O勳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5 鄭O星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94 羅O綸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18 蘇O允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3XXXX01 林O翰 明志科技大學 數位行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02 蔡O諺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52XXXX81 黃O序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2XXXX29 魏O傑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52XXXX13 史O妘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樂科學系

52XXXX37 劉O正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樂科學系

52XXXX01 柯O烽 南臺科技大學 流行音樂產業系

52XXXX13 魏O平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52XXXX65 吳O安 建國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52XXXX77 戴O成 致理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XXXX58 吳O葆 致理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74 楊O典 致理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21 常O力 國立宜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2XXXX04 蔡O旂 國立宜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4XXXX64 宋O儒 國立宜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25 宗O成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

52XXXX25 王O荏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XXXX57 游O綸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XXXX90 紀O文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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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14 蕭O希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52XXXX57 李O銓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61 侯O丞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41 施O威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85 徐O臻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77 張O崴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57 黃O望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73 馬O瀚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XXXX73 張O宇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XXXX45 游O允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XXXX25 蔡O廷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2XXXX37 方O詠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61 王O融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41 何O緯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37 吳O宇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69 吳O謹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17 陳O恩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01 陳O儒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89 楊O欽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34 溫O綸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25 劉O綸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52XXXX25 王O宇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17 吳O龍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90 葉O愷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62 洪O建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41 陳O晨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85 斯O勳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98 謝O翰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78 王O甫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52XXXX45 張O碩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XXXX54 曾O瑋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XXXX45 魏O偉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XXXX01 李O衡 國立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52XXXX65 郭O宏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52XXXX74 林O辰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52XXXX17 呂O齊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52XXXX09 周O翔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52XXXX25 孫O閎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52XXXX85 許O宏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97 蔡O夫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85 呂O儫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49 陳O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37 蕭O謙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20 徐O辰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58 黃O豪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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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01 鄭O亮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52XXXX05 王O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52XXXX46 張O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28 游O宇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74 詹O丞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26 鍾O軒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58 蘇O宇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54 蘇O諠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52XXXX05 洪O翔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理系

51XXXX24 李O喬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金融資訊系

52XXXX02 劉O琮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09 周O塵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52XXXX33 李O恩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52XXXX85 姜O敬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52XXXX49 張O哲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86 陳O恩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21 鄭O羢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82 余O賢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13 李O婷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58 沈O榮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66 洪O翔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18 陳O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45 曾O鑫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82 黃O瑋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46 江O緯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26 葉O鑫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52XXXX70 郭O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52XXXX05 陳O綸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52XXXX25 李O華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2XXXX46 陳O羽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2XXXX41 鄭O均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53XXXX64 林O瑋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XXXX06 陳O元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XXXX25 陳O銘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52XXXX54 吳O澤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0 游O樺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77 鍾O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73 晏O儒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52XXXX53 陳O丞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52XXXX70 潘O傑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52XXXX29 林O忠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輪機工程系

52XXXX33 陳O斌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輪機工程系

52XXXX97 王O良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1 冉O豪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9 李O中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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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46 黃O文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49 劉O松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98 洪O竣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

52XXXX77 張O愷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

52XXXX18 陳O廷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

52XXXX66 林O翔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52XXXX65 林O鈞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52XXXX22 馬O哲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52XXXX38 黃O禎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52XXXX21 盧O弘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精密機械組

52XXXX21 林O和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52XXXX41 李O蓉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52XXXX25 蘇O智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52XXXX21 何O奇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42 陳O諺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70 黃O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57 簡O恩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09 莊O弘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17 盧O宇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跨域整合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25 李O祐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69 李O翰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4XXXX00 周O頤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78 洪O中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90 張O睿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77 劉O倫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93 蔣O瑋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49 王O銜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33 林O謙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34 柯O乘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37 涂O博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17 莊O翔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1 陳O龑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14 程O尊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1 簡O諭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1 陳O鈞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38 蘇O瑄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1 李O文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13 林O家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01 涂O瀚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13 陳O齊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81 林O良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5XXXX17 李O亘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52XXXX53 周O群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52XXXX37 李O恩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景觀系

52XXXX93 陳O廷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景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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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13 黃O維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52XXXX33 簡O安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54XXXX05 林O軒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98 沈O霆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路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52XXXX82 葉O誠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路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52XXXX74 洪O成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37 傅O逸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6 單O傑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86 潘O棋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01 陳O榮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52XXXX74 曾O辰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52XXXX09 林O葇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52XXXX10 鄭O廷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29 王O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33 王O閎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81 周O翔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82 凃O毅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30 陳O錡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45 黃O中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02 溫O駿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86 劉O驎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17 潘O翰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73 謝O陽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2XXXX50 龔O民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4XXXX76 吳O宥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13 林O崙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02 林O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54 施O薰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02 許O倫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26 陳O姗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49 詹O誌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73 王O甯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52XXXX69 林O利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52XXXX53 金O洋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52XXXX33 郭O文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52XXXX53 陳O任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52XXXX49 王O希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52XXXX89 林O璟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52XXXX05 任O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XXXX85 陳O勳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XXXX54 廖O志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XXXX62 劉O宇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52XXXX29 吳O桓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29 周O恩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69 陳O睿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9



臺北市立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學年度四技二專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錄取榜單

統測准考證號 姓名 錄取學校名稱 錄取系科組學程名稱

52XXXX05 葉O飛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1XXXX01 劉O熙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01 鍾O軒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52XXXX81 林O岑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53 許O睿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25 陳O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41 楊O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10 蔡O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41 蕭O祐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94 柯O厚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10 許O弘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02 楊O杰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57 鄭O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49 鄭O璟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52XXXX17 陳O翔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42 葉O夫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16 杜O翰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金管理系

52XXXX97 陳O為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金管理系

52XXXX78 吳O洲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7 林O彤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81 林O寬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98 馬O棻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8 陳O臣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6 陳O融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50 蔡O浩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93 闕O成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97 顏O穎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5XXXX13 于O開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22 朱O丞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9 吳O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86 李O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2 李O豐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97 林O旭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21 侯O佑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5 黃O霖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9 楊O程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26 熊O約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6 高O倫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45 許O潁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5 陳O傑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89 詹O竤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2 蔡O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81 鄭O竣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2 陳O男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52XXXX41 黃O琳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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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10 曾O暉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資訊管理系（臺北校區）

52XXXX56 尹O瑋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18 林O弘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85 嚴O杉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護理系

52XXXX17 陳O儒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創意商品設計科

52XXXX05 范O婷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52XXXX06 邱O祐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

52XXXX86 林O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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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XXXX57 李O賢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52XXXX73 呂O瑩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93 林O佑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34 張O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29 郭O翌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52XXXX93 王O韜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52XXXX17 張O敘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52XXXX97 余O凱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73 吳O桓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30 呂O峰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45 陳O諺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29 曾O倫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93 黃O嘉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10 葉O均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94 劉O恩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25 鄭O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52XXXX18 王O翔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90 陳O安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52XXXX09 吳O緯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1XXXX05 李O齊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7 林O宏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73 林O陽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26 胡O群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8 陳O宏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25 陳O延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37 陳O宸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69 楊O樂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14 賴O良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4XXXX09 蘇O澄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2XXXX17 王O傑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53 朱O華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1 洪O豪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1 張O康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5 許O銘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34 陳O逸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17 彭O任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45 楊O祐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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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97 葉O廷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29 鄒O軒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93 廖O權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1 劉O辰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77 蔡O富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9 蔡O維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65 戴O宇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78 韓O志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9 余O琪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5 李O源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17 李O諺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89 林O右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41 邱O傑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73 徐O翔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1 張O宇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9 張O安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10 郭O雯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05 郭O樹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9 陳O州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93 陳O謙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97 曾O龍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78 黃O恩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33 黃O焜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30 黃O閎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97 黃O誠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58 劉O享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1 潘O魁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5 蔡O恩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13 鄧O佑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2 薛O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82 鍾O言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9 鍾O恩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42 羅O鈞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69 鐘O雄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1 徐O南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22 莊O宇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69 陳O名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25 黃O恩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62 鄭O聖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52XXXX98 張O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53 郭O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57 曾O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53 葉O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21 廖O法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52XXXX41 劉O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車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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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XXXX74 王O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2XXXX65 蘇O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2XXXX02 鄧O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52XXXX74 林O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57 徐O恒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37 陳O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93 陳O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13 劉O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06 謝O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52XXXX25 黃O哲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52XXXX17 許O瑋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73XXXX01 孫O涵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52XXXX94 高O萱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2XXXX34 黃O鈞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2XXXX42 葉O恩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2XXXX65 蕭O豪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52XXXX78 李O薰 國立聯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52XXXX06 蕭O 敏實科技大學 智慧車輛與能源系

52XXXX73 劉O勳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52XXXX37 王O涵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52XXXX85 蔡O翰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52XXXX45 廖O安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52XXXX81 闕O君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52XXXX98 蘇O睿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52XXXX90 吳O翰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06 林O翔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41 周O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2XXXX17 楊O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2XXXX81 鄭O章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9 傅O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52XXXX84 黃O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易系

52XXXX21 朱O宇 龍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2XXXX29 楊O鋐 龍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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