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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10001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張 O昊 私立立人高中 

2140010002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楊 O翰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10006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林 O庭 國立斗六高中 

2140010007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鄭 O瑋 私立竹林高中 

2140010008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鄒 O軒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10034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江 O陞 私立光仁高中 

2140010042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姚 O丞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10043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郭 O穎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10048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許 O華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2140010053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林 O豫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2140010054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林 O淳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2140010056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許 O漢 國立華僑高中 

2140010058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藍 O晴 國立彰化女中 

2140020004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陳 O庭 私立立人高中 

2140020009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林 O穎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214002001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廖 O愷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2140020017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劉 O嘉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2140020034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邱 O哲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140020049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彭 O鼎 私立興華高中 

2140020062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陳 O註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140020063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蕭 O容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2140030008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 O霖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140030009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王 O哲 私立新興高中 

2140030014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吳 O樊 私立南山高中 

2140030018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劉 O修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2140030019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廖 O鋐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2140030028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呂 O頡 私立弘文高中 

2140030030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劉 O銘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3003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周 O杰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30034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楊 O楠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2140030035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許 O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30038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賴 O文 私立黎明高中 

2140030039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方 O恩 國立竹南高中 

214003004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許 O威 私立時雨高中 

2140030044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施 O甫 國立屏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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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40005 電子工程系 陳 O宏 私立立人高中 

2140040006 電子工程系 蔡 O皓 私立立人高中 

2140040013 電子工程系 黃 O羿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2140040017 電子工程系 蔡 O修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2140040022 電子工程系 鄧 O昀 私立薇閣高中 

2140040028 電子工程系 王 O蓁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2140040051 電子工程系 姚 O宇 國立陽明高中 

2140040058 電子工程系 何 O倫 國立臺東高中 

2140040059 電子工程系 董 O碩 私立興華高中 

2140040060 電子工程系 賴 O鴻 私立南山高中 

2140040076 電子工程系 黃 O宥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140040079 電子工程系 陳 O叡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2140040088 電子工程系 陳 O隍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2140040094 電子工程系 卓 O安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 

2140040107 電子工程系 黃 O祐 私立興國高中 

2140040111 電子工程系 汪 O承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2140040115 電子工程系 耿 O廷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2140040119 電子工程系 李 O勳 私立黎明高中 

2140040128 電子工程系 蘇 O潔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2140040130 電子工程系 曾 O鈞 國立溪湖高中 

2140040134 電子工程系 許 O惟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2140040140 電子工程系 宋 O朋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 

2140050007 化學工程系 李 O翰 私立振聲高中 

2140050012 化學工程系 廖 O騰 私立格致高中 

2140050016 化學工程系 蔡 O智 私立立人高中 

2140050018 化學工程系 范 O誼 私立治平高中 

2140050019 化學工程系 朱 O濬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2140050021 化學工程系 曾 O瑄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50023 化學工程系 李 O賓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50024 化學工程系 王 O為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2140050025 化學工程系 詹 O弘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2140050026 化學工程系 吳 O穎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2140050029 化學工程系 王 O晨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50034 化學工程系 孫 O玎 私立金陵女中 

2140050035 化學工程系 張 O柔 私立金陵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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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50036 化學工程系 許 O妤 私立金陵女中 

2140050040 化學工程系 謝 O柔 國立竹東高中 

2140050041 化學工程系 温 O辰 國立竹東高中 

2140050042 化學工程系 張 O丞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2140050045 化學工程系 賴 O瑋 私立建臺高中 

2140050051 化學工程系 林 O翊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2140050052 化學工程系 曾 O維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2140050054 化學工程系 陳 O軒 國立內壢高中 

2140050058 化學工程系 盧 O丹 國立華僑高中 

2140050060 化學工程系 吳 O祐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2140050061 化學工程系 蘇 O翰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2140050063 化學工程系 魏 O軒 私立新興高中 

2140050064 化學工程系 王 O維 私立新興高中 

2140050065 化學工程系 彭 O融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2140050070 化學工程系 徐 O桓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2140050071 化學工程系 陳 O璋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2140050082 化學工程系 黃 O婷 國立內壢高中 

2140050083 化學工程系 陳 O苡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140050085 化學工程系 王 O謙 私立振聲高中 

2140050087 化學工程系 梁 O云 私立南山高中 

2140050091 化學工程系 陳 O成 私立徐匯高中 

2140050097 化學工程系 洪 O蕙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2140050098 化學工程系 吳 O羽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2140050099 化學工程系 黃 O騰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2140050102 化學工程系 莊 O斌 私立瀛海高中 

2140050103 化學工程系 劉 O軒 國立陽明高中 

2140050104 化學工程系 胡 O嘉 私立復旦高中 

2140050105 化學工程系 黃 O淵 私立復旦高中 

2140050107 化學工程系 唐 O翔 國立臺東高中 

2140050110 化學工程系 魏 O綺 私立興華高中 

2140050112 化學工程系 陳 O欣 私立南山高中 

2140050114 化學工程系 楊 O琳 私立南山高中 

2140050118 化學工程系 鄭 O馨 私立揚子高中 

2140050119 化學工程系 許 O華 私立揚子高中 

2140050120 化學工程系 黃 O嘉 私立揚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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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50125 化學工程系 呂 O旻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2140050126 化學工程系 王 O瀚 私立光仁高中 

2140050127 化學工程系 陳 O妤 私立光仁高中 

2140050132 化學工程系 郭 O毅 私立協同高中 

2140050135 化學工程系 張 O屹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2140050138 化學工程系 邱 O秀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2140050139 化學工程系 陳 O晴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2140050142 化學工程系 田 O豪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2140050147 化學工程系 謝 O叡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2140050153 化學工程系 周 O宇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140050158 化學工程系 蔡 O伃 私立崇光女中 

2140050161 化學工程系 楊 O仁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2140050166 化學工程系 李 O仁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50167 化學工程系 張 O勝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50168 化學工程系 王 O守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50169 化學工程系 廖 O淇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50170 化學工程系 林 O洋 私立磐石高中 

2140050171 化學工程系 陳 O揚 私立磐石高中 

2140050172 化學工程系 范 O瀅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2140050173 化學工程系 荊 O謙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2140050174 化學工程系 謝 O勳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2140050175 化學工程系 鄭 O愷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2140050179 化學工程系 鄭 O云 國立苑裡高中 

2140050180 化學工程系 洪 O昌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2140050182 化學工程系 李 O毅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2140050185 化學工程系 嚴 O博 國立基隆高中 

2140050186 化學工程系 傅 O銘 私立方濟高中 

2140050194 化學工程系 張 O瑀 國立苗栗高中 

2140050198 化學工程系 曾 O榕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140050199 化學工程系 謝 O琳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140050204 化學工程系 楊 O嘉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50205 化學工程系 楊 O舜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50209 化學工程系 翁 O愷 私立興國高中 

2140050210 化學工程系 林 O宜 私立興國高中 

2140050214 化學工程系 李 O誼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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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50218 化學工程系 吳 O燁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50222 化學工程系 謝 O洋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2140050223 化學工程系 王 O翊 私立文生高中 

2140050224 化學工程系 陳 O昌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50227 化學工程系 王 O婕 國立蘭陽女中 

2140050228 化學工程系 陳 O軒 國立蘭陽女中 

2140050233 化學工程系 劉 O汝 國立屏東女中 

2140050234 化學工程系 蔡 O珈 私立立志高中 

2140050239 化學工程系 張 O瑜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2140050241 化學工程系 劉 O澤 私立嘉華高中 

2140050243 化學工程系 林 O昇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2140050244 化學工程系 蘇 O辰 高雄市立福誠高中 

2140050245 化學工程系 葉 O傑 私立新興高中 

2140050250 化學工程系 朱 O恩 私立黎明高中 

2140050252 化學工程系 葉 O廷 私立中道高中 

2140050253 化學工程系 楊 O芳 私立恆毅高中 

2140050254 化學工程系 王 O勝 私立恆毅高中 

2140050255 化學工程系 王 O禾 私立恆毅高中 

2140050259 化學工程系 周 O杰 私立恆毅高中 

2140050262 化學工程系 文 O瀚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2140050266 化學工程系 黃 O薰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 

2140050267 化學工程系 廖 O盈 國立竹南高中 

2140050268 化學工程系 周 O寬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2140050273 化學工程系 陳 O萱 私立光華高中 

2140050280 化學工程系 黃 O雅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

中 

2140050286 化學工程系 曾 O榮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2140050287 化學工程系 戴 O頡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2140050291 化學工程系 周 O珈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

中 

2140050292 化學工程系 高 O翔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50293 化學工程系 徐 O岑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2140050294 化學工程系 廖 O良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2140050297 化學工程系 沈 O鈞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 

2140050298 化學工程系 黃 O綺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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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6000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蔡 O霖 國立岡山高中 

2140060006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蔡 O洢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2140060007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吳 O岑 國立華僑高中 

2140060008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林 O謙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2140060009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鄂 O綺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2140060010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徐 O芸 私立新興高中 

214006001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詹 O儀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214006001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陳 O柔 國立內壢高中 

2140060015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林 O慶 私立六和高中 

214006002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丁 O宸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214006002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温 O愷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2140060025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陳 O綾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60027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李 O昌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2140060029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鍾 O歆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2140060031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王 O茜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6003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管 O恩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2140060035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黃 O棋 私立恆毅高中 

2140060037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徐 O書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2140060039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簡 O舜 國立竹東高中 

2140060040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魏 O宇 私立時雨高中 

2140060041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盧 O樸 私立南光高中 

2140070008 材料工程系 林 O晨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2140070012 材料工程系 謝 O妤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2140070041 材料工程系 鄭 O云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2140070052 材料工程系 邱 O麟 國立員林高中 

2140070055 材料工程系 莊 O珉 國立溪湖高中 

2140070058 材料工程系 黃 O筠 私立六和高中 

2140070059 材料工程系 管 O榆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2140070075 材料工程系 鄭 O薪 私立啟英高中 

2140070080 材料工程系 宋 O霏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70081 材料工程系 周 O霆 私立東山高中 

2140070084 材料工程系 周 O萱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2140070085 材料工程系 楊 O鈞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2140070086 材料工程系 林 O賢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2140070087 材料工程系 謝 O丞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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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70090 材料工程系 鍾 O名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2140070091 材料工程系 吳 O翰 私立永年高中 

2140070105 材料工程系 洪 O騰 私立黎明高中 

2140070106 材料工程系 陳 O愷 私立慧燈高中 

2140070110 材料工程系 凃 O男 私立興國高中 

2140070113 材料工程系 劉 O恩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214008000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 O含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214008000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楊 O緯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214008003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施 O彣 國立華僑高中 

214008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周 O生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14008006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黃 O泰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214008006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賴 O祥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214008007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羅 O淇 私立復旦高中 

214008008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蘇 O綾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214008010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王 O澤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214008011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陳 O虹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214008011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劉 O君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14008011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張 O瑜 私立崇光女中 

214008012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曾 O綸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214008012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邵 O偉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214008012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 O岑 國立虎尾高中 

214008016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鄧 O傑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14008017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黃 O雯 私立金甌女中 

214008017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 O辰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14008018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鄧 O恩 私立育達高中 

214008019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陳 O雅 國立新竹高商 

214008021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許 O翔 私立時雨高中 

2140090002 工業設計系 張 O翔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2140090028 工業設計系 陳 O諺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2140090044 工業設計系 謝 O純 國立臺東女中 

2140090049 工業設計系 張 O安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2140090051 工業設計系 顧 O朋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2140090054 工業設計系 張 O旻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140090055 工業設計系 羅 O亘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2140090058 工業設計系 李 O軒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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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90060 工業設計系 李 O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2140090062 工業設計系 陳 O翔 私立僑泰高中 

2140090064 工業設計系 唐 O捷 國外學校 

2140100010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朱 O鉉 私立曙光女中 

2140100011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 O晴 國立金門高中 

2140100026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 O婷 私立文興高中 

2140100034 視覺傳達設計系 鍾 O儒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2140100051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 O庭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2140100059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 O云 私立明道高中 

2140100083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 O燦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2140100086 視覺傳達設計系 吳 O芳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2140100093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 O諭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 

2140100094 視覺傳達設計系 羅 O宣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2140100121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 O淇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2140100122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 O綺 國立屏東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