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機械三甲 王汶智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王暉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江崇維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余璁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宋嘉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甲 李民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甲 李丞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甲 李佳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林仲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林孟擇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機械三甲 林冠東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林哲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范庭嘉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機械三甲 馬英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涂彣嘉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家銘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機械三甲 張偉軒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郭育齊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陳柏源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梓暘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

機械三甲 陳慶澤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機械三甲 陸晁偉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機械三甲 彭翔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黃宣智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三甲 黃建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甲 黃博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甲 楊炳榮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三甲 葉祐綸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機械三甲 劉朋豫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三甲 劉致賢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機械三甲 鄭仁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機械三甲 羅方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三甲 羅泓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鐘紹華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宣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機械三甲 吳亮妤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三乙 古劭彥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乙 伍嘉祥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乙 朱浩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吳秉諺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機械三乙 吳瑞柏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械三乙 呂昀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李安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林廷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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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乙 林宗葦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林昱丞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機械三乙 林高民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機械三乙 松欽銘 國立空軍技術學院 國立空軍技術學院

機械三乙 洪辰皓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洪恩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徐千竣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機械三乙 張傑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莊孟霖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械三乙 郭益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安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柏仁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萬隆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乙 陳瑋隆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機械三乙 黃騰仙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葛昆璋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機械三乙 潘松柏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潘柏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乙 蔡秉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三乙 蕭士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學訓專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機械三乙 賴柏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學訓專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機械三乙 賴麒元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10-014)

機械三乙 謝聿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乙 鍾茗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乙 魏震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宏敦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奕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建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甲 王銘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甲 丘敏祺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電子三甲 甘珀瑜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何忠穎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電子三甲 吳承哲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承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耿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俊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彥呈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電子三甲 林彥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家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邵弘羽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柯俊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胡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5-005)

電子三甲 張盛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電子三甲 張皓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俊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甲 陳奕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彥尹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電子三甲 陳彥廷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電子三甲 陳家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電子三甲 黃禹翔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楊岳臻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電子三甲 楊忠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電子三甲 楊政洲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楊睿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葉百祥 慈惠護專 慈惠護專 餐飲管理

電子三甲 劉家楷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鄭俊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甲 賴冠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謝承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怡玲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張詩婕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甲 楊璦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羅思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王祥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王証泓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電子三乙 李俊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電子三乙 林享毅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電子三乙 姜忠佑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柯岳紘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洪紳竣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電子三乙 胡凱文 僑光科技大學進修學校 企業管理系

電子三乙 范軒豪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電子三乙 徐浚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武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家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電子三乙 莊文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乙 莊秉翰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電子三乙 郭峻瑜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陳少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孝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乙 陳宏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三乙 陳冠宇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環境安全系

電子三乙 陳昱誠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電子三乙 陳柏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順誠 僑光科技大學進修學校 企業管理系

電子三乙 楊銘祐 國立台中科大雙軌旗艦 餐飲系

電子三乙 趙俊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電子三乙 劉名家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潘嘉駿 逢甲大學進修部 商學班

電子三乙 蔡瑋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蔡礎宇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鄭明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賴炳維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林玉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乙 張維方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電子三乙 陳品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電機三甲 王奕盛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吳振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吳駿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呂長育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李定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李宥賢 勤益科大夜間部 冷凍空調系

電機三甲 沈彥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佑澍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旻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電機三甲 林枻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楷恩 勤益科大夜間部 冷凍空調系

電機三甲 林靖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煒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紀冠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紀富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高麒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張善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文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弘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仕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兆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忠麟 亞洲大學 心理系

電機三甲 陳昶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電機三甲 陳璿太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甲 游宗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甲 黃禹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黃漢恩 勤益科大夜間部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楊淵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劉家齊 亞洲大學 心理系

電機三甲 蔡弘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蔡宗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甲 鄧嘉緯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電機三甲 蕭聖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甲 顏如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吳靖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蔡宗佑 修平科大機械工程 修平科大機械工程

電機三乙 丁竟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韋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電機三乙 田家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承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徐維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乙 張博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乙 許哲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尚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則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乙 陳宥濬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曾煒竣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詹曜均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鄔維恩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電機三乙 劉志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蔣偉倫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蔡沂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蕭太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顏齊均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郁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唯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俊達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王詠勝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築三甲 洪睿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徐躍榮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建築三甲 張奕翔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甲 張欽渭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莊峙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許佑維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甲 郭家偉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運動休閒管理系

建築三甲 陳彥樺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秋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建築三甲 陳揚叡 健行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建築三甲 曾楓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詹名翔 逢甲大學進修部 建築系

建築三甲 管喬翊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三甲 趙英全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甲 趙振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蔡茗丞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蘇睦評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建築三甲 王瑩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吳竹茵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吳佩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林美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茹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莊榕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許雅渲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建築三甲 陳羿樺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曾珮晨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建築三甲 黃芊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閔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建築三甲 劉巧茹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建築三甲 劉庭琳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建築三甲 鄭羽雯 文藻外語大學 傳播藝術系

建築三乙 吳鎮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呂柏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景觀系水土保持系

建築三乙 周永澤 台南應用大學 音樂系

建築三乙 林光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威皓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慶雲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紀名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建築三乙 張宇廷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張博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冠宇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品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宣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建築三乙 游兆偉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系

建築三乙 趙余彬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築三乙 劉尚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建築三乙 鄭亦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賴政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顏得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亓世真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建築三乙 邱雅莉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洪筑絹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翁紫芸 南台科大夜間部 休閒系

建築三乙 郭貞妤 嶺東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系

建築三乙 郭晏君 長榮大學 應用哲學系公共參與組

建築三乙 郭憶嫺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陳彥文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建築三乙 曾雅琳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乙 黃思瑜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建築三乙 楊宛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煜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何孟哲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製圖三甲 何冠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吳信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巫政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製圖三甲 林佳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假日專班

製圖三甲 林彥廷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邵至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洪煜濬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製圖三甲 紀睿俞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製圖三甲 徐紹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宸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製圖三甲 張程濬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郭銘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陳以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伯維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製圖三甲 楊承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製圖三甲 劉育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劉哲宏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蔡威志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蔡譽誌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製圖三甲 蕭岳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賴致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製圖三甲 欉郁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宋佩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李奕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產學專班

製圖三甲 林欣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紀宛彤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張雅慈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麗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製圖三甲 黃玉婷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楊方慈 萬能科大 企業管理學系

製圖三甲 楊仲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嚴筱鈞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蘇鈺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鐘婕湄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網路管理與雲端應用組

資訊三甲 王彥喆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吳知諺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資訊三甲 吳穆修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資訊三甲 周昱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奕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資訊三甲 邱永政 大華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訊三甲 張冠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張垣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張宥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三甲 張庭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冠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彥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昱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資訊三甲 陳璁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三甲 曾詠煜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黃冠閔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黃柏瑀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資訊三甲 黃隆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黃毓宸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楊福順 國立陸軍專科學校 國立陸軍專科學校

資訊三甲 楊鎧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廖笠安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資訊三甲 趙文琪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三甲 趙昱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劉信義 國立高第一電子工程 國立高第一電子工程



資訊三甲 歐俊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蔡元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三甲 蔡杰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甲 蔡旻錡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鄭子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訊三甲 賴鴻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顏志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羅子傑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三甲 郭薇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資訊三甲 陳姵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章芷葳 國立空軍技術學院 國立空軍技術學院

資訊三甲 趙卉羚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資訊三甲 鄭心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產學訓專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產學訓專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