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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工 榮 耀 ！！ 
 

本校應屆畢業生報考 107 學年度技專校院，共計錄取 328名，其中國立校院

236名、私立校院 92人，國立校院錄取率佔畢業生達 65％。 

107.10.09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建築三乙 黃翊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賴王澤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資訊三甲 姚凱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濬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甲 卓子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資訊三甲 柯承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資訊三甲 莊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建築三乙 紀綮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祺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資訊三甲 韓宗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高維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嘉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泓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劉恭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蔡大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宜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乙 劉品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甲 張竣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峻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甲 黃大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楊昇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乙 吳昇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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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紹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機械三甲 紀博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建築三乙 許竣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劉哲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芸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張詠琦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子三乙 張子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游仁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承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暘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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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製圖三甲 張姵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製圖三甲 劉容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資訊三甲 洪崇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古原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品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廖家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機三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謝翔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製圖三甲 周柏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鄭家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高永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緒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辜明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簡銘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亮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樵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彥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嘉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柯震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定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林美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建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資訊三甲 陳彥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劉星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真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甲 何祐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光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邱煜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甲 陳仕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信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蔡宗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啟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製圖三甲 林鼎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製圖三甲 洪煜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製圖三甲 黃沛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乙 鄭旭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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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建築三乙 呂昀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諒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侯軒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洧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晟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劉奕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鄭俊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李凱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彥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資訊三甲 黃于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曾翊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緯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詹昊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江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硯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柏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張政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梁淯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機三甲 劉炘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蔡孟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鄭皓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製圖三甲 卓玟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機械三乙 張岳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弘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三乙 陳昱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三乙 蔡宇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督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機械三甲 陳孝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証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粘洋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劉易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械三甲 鄭彥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鄭盈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乙 柯百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鈺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資訊三甲 黃冠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電子三甲 何博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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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子三甲 許凱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電子三甲 趙祐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旻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乙 張佑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逸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製圖三甲 鄭佳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製圖三甲 吳家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甲 易彥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霈嶼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楊琮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電子三甲 楊孟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三甲 簡建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機三甲 王韋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庭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鄭珮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械三乙 王世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三乙 王靖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李尚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乙 張崇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甲 邱博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甲 張凱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郭哲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嚴茂嘉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何佳紋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沈汝霈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怡諠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李俞頡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李柏頡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邱名輝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李兆祥 國立虎尾科大產學合作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乙 何孟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建築三乙 陳沛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楊伊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建築三甲 周佳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資訊三甲 林明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資訊三甲 陳冠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祐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乙 詹紹郁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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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子三乙 王翊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乙 江育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甲 紀壹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冠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政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柯旭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專科進修學校假日班 

電機三乙 陳瑞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劉宇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蔡佳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電機三乙 鄭丁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學訓專班 

電機三乙 邱子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洪佳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電機三甲 鄭代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製圖三甲 謝易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周愷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建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林季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乙 王玟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厚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建築三甲 李瑋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資訊三甲 何一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楷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黃郁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昱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博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電子三甲 李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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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睿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童證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宜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何泰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電機三乙 柳俊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乙 洪紀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甲 卓銘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房泓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聖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靖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振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電機三甲 劉宇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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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機三甲 潘旻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電機三甲 鄭儀爵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蘇淮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乙 邵至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千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江承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李元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廖致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廖朕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賴正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馮嘉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王炳文 國立勤益科大產學攜手合作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劉易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劉秉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林晉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王煒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許禲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電子三乙 彭世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械三甲 簡智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鄭丞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嘉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電機三乙 陳韋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進修專科商業設計 

電子三乙 陳均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黃衍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資訊管理系 

建築三乙 柳俊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怡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峻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三甲 邱映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乙 陳昱銘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張翔瑜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三甲 邱冠銘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呂鼎文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紀柏宇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黃百玄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賴茂中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吳榮軒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呂宥樺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盧憶菁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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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甲 李恩碩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電子三甲 黃啟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電機三甲 賴品淙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系 

建築三甲 紀勻婷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電子三乙 陳弘議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許家河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黃紹恩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三乙 徐鵬皓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吳恩廷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林吟美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建築三甲 林虹汶 台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建築三甲 楊子翰 國立軍事院校  
機械三乙 陳春治 國立軍事院校  
機械三乙 蔡柏鋒 國立軍事院校  
建築三乙 劉羽軒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乙 蔣庭萱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甲 何昊霖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王心妤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甲 張雅君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建築三甲 陳玟寧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製圖三甲 陳彥銘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母佳旻 逢甲大學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 

電子三甲 藍詩涵 逢甲大學 數據分析系 

機械三甲 徐健穎 環球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系 

資訊三甲 洪常勝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電子三甲 郭益嘉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網路管理與雲端應用組 

電機三甲 楊棨皓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網路管理與雲端應用組 

建築三甲 黃珮禎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建築三乙 高巧臻 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績優項目 

製圖三甲 洪莛絜 僑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工業設計系機械組 

製圖三甲 吳俊霆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電子三乙 吳奐成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製圖三甲 李喬閔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製圖三甲 李嘉雯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資訊三甲 廖云齊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機械三甲 王嘉鴻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電子組 

建築三乙 劉聖道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建築三乙 潘韋傑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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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甲 王子敬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三甲 郭俊傑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訊三甲 顏子傑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子三乙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建築三乙 李昱軒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黃彥韋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鄭惠心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電機三乙 羅維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甲 涂承洋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三甲 劉岳霖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廷綸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吳俊毅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建築三甲 王博玄 崑山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製圖三甲 薛智遠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賈冠鋌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涓霖 崇右影視科大 休閒事業經營系 

電機三乙 林佳正 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洪群恩 修平科技大學 進修部產業自動化專班 

機械三甲 洪萬霖 修平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乙 游仁凱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機械三乙 鄭捷盛 建國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機械三乙 劉立文 建國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機械三甲 歐哲君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宗翰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甲 洪存宏 南臺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建霖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蔡禮謙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資訊三甲 江宗炫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資訊三甲 吳茗宏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資訊三甲 戴保樂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乙 李維宸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乙 張教瑋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電子三乙 廖泓傑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電子三乙 劉忠義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三乙 白松霖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承達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電機三甲 劉政隆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械三乙 李昀瑮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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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乙 彭靖倫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電子三乙 李至欽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黃詣閔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電子三乙 王亭喦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林廉澤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杰成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王慈穗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製圖三甲 王瀚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建築三甲 巫佩珊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甲 周祐羽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乙 王信博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建築三甲 劉惟善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電機三乙 陳世偉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機三乙 劉品寬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建築三甲 王誠賦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資訊三甲 黃友政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黃鼎傑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聖評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楊婉芝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綠色科技組 

電機三甲 蔡崇瑋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君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建築三甲 劉千瑋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乙 盧昭宇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睿哲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電機三甲 王柏勛 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製圖三甲 蘇鈺婷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建築三甲 陳凱威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陳亭瑋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設計系 

電子三甲 顏沛軒 中州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建築三甲 陳宥霖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