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高職部升學榜單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科組學程 

資三 1 黃○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商三 1 周○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 

多三 1 黃○山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三 1 黃○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商三 1 楊○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資三 1 蔡○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管三 1 龍○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朱○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商三 1 張○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英三 3 黃○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資三 1 蔡○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英三 1 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室三 1 吳○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2 蔡○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英三 3 李○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資三 3 唐○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廣三 1 趙○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 2 藍○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英三 3 朱○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英三 1 范○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資三 2 高○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鄒○安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資三 2 張○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資三 1 劉○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王○鼎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室三 1 吳○璇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資三 2 何○駿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英三 3 蔡○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商三 1 朱○宇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廣三 1 林○慧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資三 2 簡○龍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英三 2 高○萱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英三 1 呂○茵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英三 3 陳○ 文藻外語大學 翻譯系 

英三 2 劉○昀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英三 3 賴○卉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廣三 1 陳○軒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廣三 1 鄭○臻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廣三 1 蕭○芮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資三 3 鍾○奇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室三 2 黃○淯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室三 1 廖○婕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廣三 1 譚○竺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室三 1 黃○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資三 3 王○軒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室三 1 王○雅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織品服裝設計組 

資三 2 朱○倫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 1 何○祐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吳○瑜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資三 1 林○宇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林○同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室三 2 林○瀚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廣三 1 邱○青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資三 2 金○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廣三 2 郭○晏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織品服裝設計組 

室三 2 陳○圓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室三 2 陳○安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資三 2 陳○睿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 2 陳○宇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温○閎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廣三 2 楊○諭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室三 2 廖○語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資三 2 劉○名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資三 1 蔡○汝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材料應用科技組 

資三 2 蔡○瑋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 2 鄭○聿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英三 3 李○穎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資三 2 林○鈞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洪○怡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英三 2 徐○浩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三 2 張○軒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英三 3 張○勛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資三 1 張○倫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張○筑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英三 3 張○容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英三 2 許○熒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商三 1 陳○安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 1 葉○萱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2 廖○淯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管三 1 劉○宏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英三 2 劉○均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廣三 1 蔡○諭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英三 3 鄧○勻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商三 1 戴○男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管三 1 鍾○筠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 1 藍○甄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三 2 周○阡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 2 林○毅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廣三 1 朱○璉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資三 1 吳○林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資三 3 李○宇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廣三 1 杜○頡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室三 1 林○翔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室三 1 林○軒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廣三 2 金○伶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英三 1 梁○瑋 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資三 2 黃○翰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室三 1 廖○翰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英三 1 蒙○姍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2 潘○安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資三 1 賴○剛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室三 1 謝○杉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資三 1 謝○昭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英三 1 魏○軒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周○靖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商三 1 黃○恩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廣三 1 譚○緁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商三 1 毛○權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 1 王○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三 3 王○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英三 3 王○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室三 2 江○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英三 3 呂○恩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管三 1 李○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管三 1 李○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商三 1 李○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不動產金融與投資管理組 

英三 1 李○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英三 1 侍○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管三 1 周○恩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英三 1 林○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多三 1 林○穎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三 2 林○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英三 1 林○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廣三 2 施○妤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 2 柯○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胡○祐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英三 1 翁○彤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英三 2 袁○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英三 1 高○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英三 1 張○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英三 2 張○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管三 1 張○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英三 3 張○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商三 1 曹○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三 3 梁○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室三 1 許○豪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管三 1 許○綱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英三 1 許○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英三 3 許○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管三 1 陳○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管三 1 陳○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管三 1 陳○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廣三 2 陳○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 3 黃○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資三 3 黃○濬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商三 1 黃○翎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資三 3 黃○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葛○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廖○涵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英三 2 廖○賢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英三 3 劉○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管三 1 劉○昱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劉○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英三 2 蔡○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英三 1 蔣○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資三 3 鄭○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鄭○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廣三 2 盧○方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英三 1 蕭○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三 1 薛○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鍾○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2 鍾○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英三 3 簡○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三 3 簡○漢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英三 1 羅○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 1 蘇○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廣三 1 王○鈺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多三 1 宋○璐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廣三 1 沈○如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商三 1 許○慧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多三 1 陳○妤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室三 2 謝○佐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資三 3 于○安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管三 1 王○彥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室三 1 王○婕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英三 2 王○禰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英三 2 王○閔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室三 2 王○浩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商三 1 王○昇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室三 2 王○蓉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英三 2 王○欣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室三 2 江○諺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2 江○峻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室三 1 余○鴻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1 吳○哲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室三 2 吳○倫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1 吳○宇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管三 1 呂○修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1 巫○欣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多三 1 李○淨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管三 1 李○玲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三 3 李○霆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李○婕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廣三 2 李○栩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室三 2 汪○辰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1 周○亭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3 周○策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周○柔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多三 1 林○潔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資三 3 林○複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林○翰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廣三 2 林○萱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多三 1 林○辰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廣三 2 林○妘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2 林○言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廣三 2 林○翰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室三 2 林○彬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祁○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廣三 2 洪○伶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多三 1 胡○明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商三 1 徐○平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室三 2 徐○萱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管三 1 高○勳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2 高○倫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管三 1 高○成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1 張○毅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資三 3 張○澤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張○顯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管三 1 張○昭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多三 1 張○綸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室三 1 張○瑜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多三 1 張○恩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管三 1 張○睿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英三 1 張○○嘉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三 1 梁○婷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室三 1 符○欣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3 莊○翰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廣三 2 莊○璿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廣三 2 許○睿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室三 1 許○豪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許○晴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室三 2 許○云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資三 3 連○勝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連○竹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管三 1 陳○卉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室三 1 陳○傑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1 陳○凱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陳○浩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管三 1 陳○竺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2 陳○晨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室三 2 陳○群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廣三 2 陳○華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2 陳○語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室三 2 陳○智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2 陳○祺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三 1 陳○雲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室三 1 陳○達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多三 1 陳○龍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 2 程○宸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 1 馮○玟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室三 2 黃○柏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黃○婷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室三 2 楊○剴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資三 3 葉○諺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室三 2 葉○祺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商三 1 葉○軒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廣三 1 董○宇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1 董○幃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資三 3 詹○偉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3 廖○翔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熊○琇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室三 1 趙○川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室三 1 趙○甯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1 趙○宏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2 劉○維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2 劉○伶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室三 2 潘○賢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廣三 1 蔡○潔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室三 1 蔡○婷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多三 1 蔡○諺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2 鄧○哲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廣三 2 鄭○慈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2 鄭○伶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資三 2 鄭○佑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1 鄭○彥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管三 1 鄭○嶸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1 鄭○陽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室三 1 盧○旻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管三 1 駱○璇 中國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廣三 1 謝○蓉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 2 韓○興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 1 簡○真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商三 1 簡○訊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英三 2 藍○翰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商三 1 顏○伃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1 譚○文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廣三 2 王○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多三 1 林○龍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室三 1 張○芬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多三 1 張○佑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多三 1 曹○慈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室三 1 潘○彥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多三 1 李○東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英三 3 林○俞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多三 1 彭○慶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廣三 1 黃○緯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多三 1 劉○儀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 1 莊○瑨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廣三 1 楊○蓉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管三 1 王○祐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英三 1 王○綺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室三 2 朱○浩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 2 李○姿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室三 2 李○嬑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室三 2 林○瑜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英三 1 徐○偵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室三 2 高○倫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資三 2 張○睿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商三 1 張○誠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旅行業經營管理組 

室三 2 梁○凱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三 1 陳○妤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3 陳○勳 景文科技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資三 3 陶○甫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資三 3 葉○明 景文科技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室三 2 廖○鈞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資三 2 廖○翔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英三 2 潘○潔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管三 1 鄭○崴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廣三 1 謝○翰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廣三 1 羅○婕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英三 2 劉○慧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資三 2 鄭○紘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英三 1 林○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商三 1 徐○彤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室三 1 黃○超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英三 1 詹○緹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商三 1 劉○勝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多三 1 洪○祐 嘉南藥理大學 保健營養系 

多三 1 魏○紋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管三 1 李○潔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 3 巫○偉 醒吾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資三 2 李○棠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廣三 1 林○毅 醒吾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創作學士學位學程 

資三 1 林○志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 1 林○靖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系 

資三 1 張○維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室三 2 詹○源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資三 1 蕭○禎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英三 3 吳○蓓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資三 1 姚○琳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科技組 

英三 2 施○歡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2 張○煬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3 張○恬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3 陳○軒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2 游○恩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3 蕭○翰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1 戴○晏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2 饒○月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英三 2 郭○廷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英三 2 黃○玲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多三 1 施○銘 華夏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多三 1 蕭○翰 華夏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多三 1 鍾○憲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室三 1 蔡○穎 健行科技大學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英三 1 張○琪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英三 3 曹○琪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英三 1 孫○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多三 1 侯○博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英三 3 何○恩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英三 3 呂○潔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英三 2 李○翰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資三 3 張○翔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室三 1 王○迪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多三 1 劉○恩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室三 1 蔡○霖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室三 1 鍾○均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資三 1 黃○傑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室三 2 王○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室三 2 林○霖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英三 2 林○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室三 1 夏○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1 張○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資三 2 吳○彥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多三 1 蘇○昇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英三 2 林○彬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英三 1 陳○亦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三 2 游○諺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英三 2 林○芸 中華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資三 3 張○維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電子系 

室三 1 王○哲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多三 1 史○元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英三 1 田○昱 東南科技大學 觀光系 

資三 3 石○宏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管三 1 李○育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室三 1 谷○和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多三 1 俞○杰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室三 1 柳○強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資三 1 高○傑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廣三 2 張○平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資三 1 陳○祥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 1 陳○霖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遊戲設計系 

資三 3 黃○賢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英三 1 楊○中 東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資三 1 劉○亨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室三 1 劉○瑋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三 1 蔡○菲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多三 1 鄭○陽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遊戲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