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甲高工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09.08.07止）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機械三甲 石○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洪○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吳○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紀○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電子三乙 江○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吳○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電機三甲 陳○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鄭○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鎧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廖○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訊三甲 黃○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建築三甲 洪○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沈○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甲 陳○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建築三乙 王○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高○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機械三甲 陳○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製圖三甲 劉○謙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電子三乙 李○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電子三乙 陳○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械三甲 呂○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林○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張○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機械三乙 古○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趙○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周○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製圖三甲 劉○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趙○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三甲 王○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施○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蔡○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卓○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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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三乙 張○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廖○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薛○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周○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建築三甲 王○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戴○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旗津校區）

機械三甲 梁○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楠梓校區）

機械三甲 陳○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旗津校區）

機械三甲 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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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建工校區）

機械三乙 林○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建工校區）

機械三乙 許○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精密機械組（第一校區）

機械三乙 詹○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建工校區）

機械三乙 廖○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吳○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吳○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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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黃○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建工校區）

製圖三甲 楊○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旗津校區）

電機三甲 尤○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機三甲 沈○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區）

電機三甲 卓○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機三甲 張○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第一校區）

電機三甲 陳○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甲 劉○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20-006)

電機三甲 蔡○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甲 蘇○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乙 林○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乙 莊○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乙 陳○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機三乙 陳○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機三乙 陳○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工校區）

電機三乙 董○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機三乙 凃○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子三甲 徐○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工校區）

電子三乙 王○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子三乙 張○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第一校區）

電子三乙 馮○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第一校區）

電子三乙 黃○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楠梓校區）

電子三乙 黃○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建工校區）

電子三乙 廖○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工校區）

電子三乙 蔡○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旗津校區）

資訊三甲 柯○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第一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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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甲 洪○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建工校區）

資訊三甲 紀○劼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第一校區）

資訊三甲 張○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第一校區）

資訊三甲 陳○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商務系（燕巢校區）

資訊三甲 陳○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工校區）

建築三甲 張○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第一校區）

建築三甲 陳○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第一校區）

建築三甲 賴○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第一校區）

建築三甲 謝○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

建築三甲 龔○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

建築三乙 王○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第一校區）

機械三甲 林○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紀○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徐○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陳○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王○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吳○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涂○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機械三乙 陳○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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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欣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乙 何○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機三乙 張○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凃○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子三甲 林○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子三乙 吳○恆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黃○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三甲 李○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林○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林○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資訊三甲 林○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曾○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李○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黃○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機械三甲 張○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曾○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廖○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電子三甲 柯○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電子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莊○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郭○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林○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胡○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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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加工科 王○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楊○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陳○謙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賴○彬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陳○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程○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加工科 許○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易○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甲 曾○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三乙 邱○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乙 張○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製圖三甲 陳○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周○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廖○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電機三甲 王○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機三甲 何○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甲 吳○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曾○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甲 黃○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鄒○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蔡○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乙 曾○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乙 管○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乙 歐○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鄭○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甲 蘇○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電子三乙 白○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三乙 黃○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乙 蔡○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三乙 王○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甲 蔡○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甲 鄭○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機械三乙 林○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范○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李○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余○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部機械設計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李○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大甲高工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09.08.07止）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資訊三甲 施○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梁○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廖○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機械三甲 包○展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修部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機械三甲 李○睿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修部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製圖三甲 李○芸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修部財務金融系

電機三甲 林○鈞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柯○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機械三甲 朱○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甲 洪○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建築三甲 陳○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機械三乙 廖○宸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三乙 蔡○堯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邱○翔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巫○麒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林○陞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洪○賢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許○芳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系

電機三甲 李○成 國立屏東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電子三乙 陳○浩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辛○軒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趙○妍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廖○翔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電機三乙 陳○彥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電機三乙 曾○澄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資訊三甲 洪○洲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建築三甲 張○帆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機械三甲 廖○嘉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機械三乙 洪○僥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電機三甲 陳○翰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電機三乙 洪○安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建築三乙 林○毅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乙 莊○恩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甲 許○娗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乙 陳○溢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乙 陳○勳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乙 楊○恬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乙 蔡○緯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新竹校區）

資訊三甲 莊○彥 中州科技大學 電機系

機械三甲 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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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承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機械三甲 黃○訓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機械三乙 洪○閔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綠色科技組

機械三乙 許○祐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機械三乙 賴○叡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大甲高工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09.08.07止）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製圖三甲 潘○宇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秦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翔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許○辰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盛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楊○鈞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子三甲 曾○皓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黃○澔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綠色科技組

電子三乙 吳○毅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綠色科技組

資訊三甲 徐○慰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乙 紀○憲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建築三乙 黃○恩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機械三甲 紀○丞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三甲 張○安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電子三甲 古○恩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楊○恆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瑜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機械三甲 王○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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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林○豪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王○茹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製圖三甲 張○慈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謝○亭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資訊三甲 洪○宸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資訊三甲 劉○呈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資訊三甲 陳○君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製圖三甲 游○銘 僑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機械三乙 林○詳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張○綸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蔡○霖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甲 呂○豪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瑋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張○昇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資訊三甲 薛○翊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王○瑩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羚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40-013)

建築三乙 李○彥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詹○騰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劉○任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宇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築三甲 趙○德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築三甲 劉○均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築三乙 李○葳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翁○翔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機械三乙 洪○延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機械三乙 鄭○吉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電機三甲 黃○詮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大甲高工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09.08.07止）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子三甲 卓○宸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宏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宏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宋○鳴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電子三乙 黃○誠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機械三乙 許○勛 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棋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電子三甲 沈○星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許○哲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5-052)

電子三甲 郭○凱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5-052)

電子三甲 楊○浩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5-052)

電子三甲 蔡○穎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藍○駿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製圖三甲 洪○恩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建築三甲 王○妤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甲 張○婷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三甲 趙○安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甲 賴○文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85-053)

建築三乙 李○霓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乙 張○婕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乙 楊○甄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乙 陳○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建築三乙 陳○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製圖三甲 邱○禎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電子三甲 陳○慈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劉○曜 健行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機械三乙 蘇○煜 修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陸○平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機械三乙 陳○欣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資訊三甲 洪○楷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製圖三甲 林○穎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製圖三甲 張○毓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建築三甲 黃○勳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系

電子三乙 翁○鈞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學系

建築三乙 曾○嘉 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機械三乙 謝○誠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張○惟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乙 陳○彤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曾○涵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廖○蓁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張○賢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林○軒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劉○廷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茗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