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公司名稱 頁碼 公司名稱 頁碼 

高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P2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8 

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P3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P19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P20 

羅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P21 

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6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P22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7 印象模型有限公司 P23 

易發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P8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24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9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P25 

思創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0 銘鈺精密工業份有限公司 P26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P11 中國製罐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P27 

崇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2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P28 

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3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29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P14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0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P15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1 

碩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16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P17   

    



P2 
 

公司名稱：高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高逸工程 鄭淑莉 10930B613 錄取   工程部 待確認 

2 高逸工程 何慈芳 10930B513 錄取   工程部 待確認 

3 高逸工程 林亞駿 10930B518 錄取   工程部 待確認 

4 高逸工程 張睿彬 10930B601 錄取   工程部 待確認 

5 高逸工程 蕭煒霖 10930B507 備取 備取 1 工程部 待確認 

 

  



P3 
 

公司名稱：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廖韡盛 10930B501 未參加面試       

2 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王偉瀚 10930B536 不錄取       

3 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蔡政益 10930B605 錄取   工程部 110.09.01 

4 佳逸工程有限公司 蘇耀祖 10930B606 錄取   工程部   

 



P4 
 

公司名稱：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宜特科技 劉睿宏 10930B506 未錄取       

2 宜特科技 徐瑞甫 10930B535 學生婉拒面談       

3 宜特科技 蔡孟璁 10930B608 學生婉拒面談       

 

 

  



P5 
 

公司名稱：羅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羅碁生化科技 黃淳毅 10930B619 錄取       

2 羅碁生化科技 蔡政益 10930B605 備取 1     

3 羅碁生化科技 翁紹山 10930B607 備取 2     

4 羅碁生化科技 謝昇峰 10930B517 備取 3     

5 羅碁生化科技 王紹銘 10930B527 不錄取       

6 羅碁生化科技 王偉瀚 10930B536 不錄取       

 



P6 
 

公司名稱：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煒霖 10930B507 學生放棄面試     

2 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錄取     

3 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祥瑋 10930B537 錄取    

  



P7 
 

公司名稱：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2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煒霖 10930B507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3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4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5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睿彬 10930B601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6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淑莉 10930B613 錄取   機構部 2021/8~9 

7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昇峰 10930B517 錄取   模型技術部 2021/8~9 

8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模型技術部 2021/8~9 

9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不錄取       

10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亞駿 10930B518 不錄取       

 

  



P8 
 

公司名稱：易發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易發精機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2 易發精機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3 易發精機 李耿文 10930B534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4 易發精機 邱宇誠 10930B503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5 易發精機 黃愷盛 10930B538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6 易發精機 謝侑邑 10930B510 錄取   研發部 2021/9/1 

 

  



P9 
 

公司名稱：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未參加面試       

2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昇峰 10930B517 錄取       

3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亞駿 10930B518 錄取       

4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紹銘 10930B527 錄取       

5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祥瑋 10930B537 不錄取       

 

  



P10 
 

公司名稱：思創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

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思創數位 謝侑邑 10930B510 錄取     

2 思創數位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3 思創數位 呂汶澄 10930B522 錄取     

4 思創數位 王偉瀚 10930B536 未錄取     

5 思創數位 廖政豪 10930B603 錄取     

6 思創數位 蘇耀祖 10930B606 錄取     

7 思創數位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P11 
 

公司名稱：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放棄面試      

2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放棄面試      

3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錄取      

4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林亞駿 10930B518 錄取      

5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6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王偉瀚 10930B536 沒錄取    

7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廖政豪 10930B603 錄取    

8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蔡楙緯 10930B604 錄取    



P12 
 

公司名稱：崇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崇高科技 林亞駿 10930B518 備取 1 設備部 9 月 

 

 

  



P13 
 

公司名稱：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鴻騰 葉人云 10930B502 錄取   臺北 RD 9月 1日 

2 鴻騰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臺北 RD 9月 1日 

3 鴻騰 鄭淑莉 10930B613 錄取   臺北 RD 9月 1日 

4 鴻騰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自動化 9月 1日 

5 鴻騰 張睿彬 10930B601 錄取   自動化 9月 1日 

6 鴻騰 蘇耀祖 10930B606 錄取   自動化 9月 1日 

7 鴻騰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成型 9月 1日 

8 鴻騰 羅子家 10930B530 錄取   成型 9月 1日 

9 鴻騰 高邦宸 10930B532 錄取   沖壓 9月 1日 

10 鴻騰 李淇方 10930b520 錄取   沖壓 9月 1日 

11 鴻騰 李耿文 10930B534 備取 備取 1 自動化 9月 1日 

12 鴻騰 翁紹山 10930B607 備取 備取 2 自動化 9月 1日 

 

 

  



P14 
 

公司名稱：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2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3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蔡政益 10930B605 備取 備取 1     

4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蘇耀祖 10930B606 備取 備取 2     

5 威利斯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祥瑋 10930B537 備取 備取 3     

 

 

  



P15 
 

公司名稱：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高邦宸 10930B532 錄取     110.09.01 

2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廖政豪 10930B603 錄取     110.09.01 

3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110.09.01 

4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黃淳毅 10930B619 錄取     110.09.01 

5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110.09.01 

6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蘇耀祖 10930B606 錄取     110.09.01 

7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張睿彬 10930B601 備取 備取 1   110.09.01 

8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王育梓 10930B602 備取 備取 2   110.09.01 

9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翁紹山 10930B607 備取 備取 3   110.09.01 

10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芮翊展 10930B610 備取 備取 4   110.09.01 

11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張楷祥 10930B617 備取 備取 5   110.09.01 

12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李耿文 10930B534 備取 備取 6   110.09.01 

13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備取 備取 7   110.09.01 

14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備取 備取 8   110.09.01 

15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蔡孟璁 10930B608 備取 備取 9   110.09.01 

16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蔡楙緯 10930B604 備取 備取 10   110.09.01 

17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鄭淑莉 10930B613 備取 備取 11   110.09.01 

18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備取 備取 12   110.09.01 

19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蔡尚騰 10930B528 備取 備取 13   110.09.01 

20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不錄取       

21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不錄取       

22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王紹銘 10930B527 不錄取       

23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呂紹廷 10930B609 不錄取       

24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余元學 10930B504 不錄取       



P16 
 

公司名稱：碩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碩傑企業(股)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錄取     

2 碩傑企業(股)公司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3 碩傑企業(股)公司 王偉瀚 10930B536 錄取     

4 碩傑企業(股)公司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P17 
 

公司名稱：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廖韡盛 10930B501 錄取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2021/9/1 

2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2021/9/1 

3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2021/9/1 

4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備取 備取 5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5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備取 備取 1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6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徐舶文 10930B514 備取 備取 2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7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謝昇峰 10930B517 備取 備取 4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8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邦宸 10930B532 備取 備取 3 視訊影像產品事業部   

9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余元學 10930B504 不錄取       

10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不錄取       

11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蔡尚騰 10930B528 不錄取       

12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偉瀚 10930B536 不錄取       

13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張睿彬 10930B601 不錄取       

14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呂紹廷 10930B609 不錄取       

15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鄭淑莉 10930B613 不錄取       

  

  



P18 
 

公司名稱：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復盛應用科技 魏聖勳 10930B509 錄取   研發-IE 2021.09.01 

2 復盛應用科技 何慈芳 10930B513 錄取   研發-新創 2021.09.01 

3 復盛應用科技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智動化 2021.09.01 

4 復盛應用科技 林名麒 10930B515 錄取   研發-碳纖 2021.09.01 

5 復盛應用科技 許晏維 10930B521 錄取   研發-材料 2021.09.01 

6 復盛應用科技 呂汶澄 10930B522 錄取   研發-材料 2021.09.01 

7 復盛應用科技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設發 2021.09.01 

8 復盛應用科技 羅子家 10930B530 錄取   模具 2021.09.01 

9 復盛應用科技 李耿文 10930B534 錄取   智動化 2021.09.01 

10 復盛應用科技 徐瑞甫 10930B535 錄取   智動化 2021.09.01 

11 復盛應用科技 黃愷盛 10930B538 錄取   研發-新創 2021.09.01 

12 復盛應用科技 杜仲涵 10930B540 錄取   研發-新創 2021.09.01 

13 復盛應用科技 王育梓 10930B602 錄取   研發-材料 2021.09.01 

14 復盛應用科技 蔡政益 10930B605 錄取   研發-碳纖 2021.09.01 

15 復盛應用科技 蔡孟璁 10930B608 錄取   設發 2021.09.01 

16 復盛應用科技 芮翊展 10930B610 錄取   研發-碳纖 2021.09.01 

17 復盛應用科技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模具 2021.09.01 

18 復盛應用科技 邱宇誠 10930B503 備取   模具 2021.09.01 

 

  



P19 
 

公司名稱：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錄取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六和機械(股)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未參加面試       

2 六和機械(股)公司 劉睿宏 10930B506 錄取   沖壓鈑金事業部 2021/9/6 

3 六和機械(股)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錄取   沖壓鈑金事業部 2021/9/6 

4 六和機械(股)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不錄取       

5 六和機械(股)公司 李淇方 10930b520 不錄取       

6 六和機械(股)公司 蔡尚騰 10930B528 不錄取       

7 六和機械(股)公司 吳帘緯 10930B529 不錄取       

8 六和機械(股)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不錄取       

9 六和機械(股)公司 呂汶澄 10930B522 錄取   鑄鐵事業部 2021/9/6 

 

  



P20 
 

公司名稱：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英業達(股)公司 徐舶文 10930B514 錄取 機構-正取 機構 9月 1日 

2 英業達(股)公司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機構-正取 機構 9月 1日 

3 英業達(股)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錄取 機構-正取 機構 9月 1日 

4 英業達(股)公司 芮翊展 10930B610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5 英業達(股)公司 許晏維 10930B521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6 英業達(股)公司 謝昇峰 10930B517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7 英業達(股)公司 何慈芳 10930B513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8 英業達(股)公司 邱宇誠 10930B503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9 英業達(股)公司 蕭煒霖 10930B507 錄取 散熱-正取 散熱 9月 1日 

10 英業達(股)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備取 散熱-備取 1 散熱 9月 1日 

11 英業達(股)公司 鄭淑莉 10930B613 備取 散熱-備取 2 散熱 9月 1日 

12 英業達(股)公司 王育梓 10930B602 備取 散熱-備取 3 散熱 9月 1日 

13 英業達(股)公司 余元學 10930B504 不錄取       

14 英業達(股)公司 劉睿宏 10930B506 不錄取       

15 英業達(股)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不錄取       

16 英業達(股)公司 蔡孟璁 10930B608 不錄取       

17 英業達(股)公司 張睿彬 10930B601 未參加面試       

18 英業達(股)公司 曾聿璥 10930B524 未參加面試       

19 英業達(股)公司 徐瑞甫 10930B535 未參加面試       

 

  



P21 
 

公司名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大同公司 王郁方 10930B616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2 大同公司 翁紹山 10930B607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3 大同公司 高祥瑋 10930B537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4 大同公司 高邦宸 10930B532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5 大同公司 黃靖善 10930B533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6 大同公司 廖政豪 10930B603 錄取   馬達廠 110/09/01 

7 大同公司 黃淳毅 10930B619 錄取   家電廠/重電廠 110/09/01 

8 大同公司 杜仲涵 10930B540 錄取   家電廠 110/09/01 

9 大同公司 葉人云 10930B502 錄取   重電廠 110/09/01 

10 大同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重電廠 110/09/01 

11 大同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錄取   重電廠 110/09/01 

 

  



P22 
 

公司名稱：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號  姓名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李淇方 10930b520 錄取   模具部 110/09/01 

2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許晏維 10930B521 錄取   模具部 110/09/01 

3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羅子家 10930B530 錄取   模具部 110/09/01 

4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錄取 模具部正取、自動化備取 1 模具部、自動化 110/09/01 

5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蕭煒霖 10930B507 錄取   工程課 110/09/01 

6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林亞駿 10930B518 錄取   工程課 110/09/01 

7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製造部 110/09/01 

8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劉睿宏 10930B506 錄取   自動化 110/09/01 

9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曾聿璥 10930B524 未參加面試       

10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黃愷盛 10930B538 不錄取       

11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杜仲涵 10930B540 不錄取       

12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高祥瑋 10930B537 不錄取       

13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吳帘緯 10930B529 不錄取       

14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邱宇誠 10930B503 不錄取       

 

  



P23 
 

公司名稱：印象模型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印象模型 蔡孟璁 10930B608 錄取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2 印象模型 廖韡盛 10930B501 錄取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3 印象模型 翁紹山 10930B607 錄取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4 印象模型 黃淳毅 10930B619 錄取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5 印象模型 葉人云 10930B502 錄取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6 印象模型 林名麒 10930B515 備取 備取 1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7 印象模型 邱宇誠 10930B503 備取 備取 2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8 印象模型 鄭淑莉 10930B613 備取 備取 3 模型部/航太部 9月 1日 

 

  



P24 
 

公司名稱：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化新公司 蕭煒霖 10930B507 錄取 品保部：備取 1 生技部   

2 化新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備取 備取 2 品保部   

4 化新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錄取   生技部   

5 化新公司 許晏維 10930B521 不錄取       

7 化新公司 羅子家 10930B530 不錄取       

8 化新公司 張楷祥 10930B617 不錄取       

10 化新公司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製造部   

11 化新公司 李淇方 10930B520 不錄取       

12 化新公司 蔡尚騰 10930B528 錄取   品保部   

13 化新公司 吳帘緯 10930B529 錄取   品保部   

14 化新公司 黃靖善 10930B533 錄取   製造部   

15 化新公司 李耿文 10930B534 不錄取       

18 化新公司 蔡楙緯 10930B604 不錄取       

19 化新公司 翁紹山 10930B607 不錄取       

20 化新公司 蔡孟璁 10930B608 錄取   生技部   

 

  



P25 
 

公司名稱：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余元學 10930B504        

2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曾聿璥 10930B524      

3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李耿文 10930B534 備取 2    

4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翁紹山 10930B607      

5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正取    

6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7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邱宇誠 10930B503      

8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呂紹廷 10930B609      

9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10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謝昇峰 10930B517      

11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許晏維 10930B521 備取 1    

12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王育梓 10930B602 正取    

 

  



P26 
 

公司名稱：銘鈺精密工業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

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備取 備取 1 模具製造一課   

2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曾聿璥 10930B524 備取 備取 2 加工部   

3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加工部 2021.08.16 

4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王紹銘 10930B527 不錄取       

5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蔡尚騰 10930B528 不錄取       

6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黃靖善 10930B533 不錄取       

7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李耿文 10930B534 備取 備取 3     

8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公司 徐瑞甫 10930B535 錄取   加工部 2021.08.16 

 

  



P27 
 

公司名稱：中國製罐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 

實習部門 

預計 

報到日期 

1 中國製罐 吳帘緯 10930B529 錄取       

 

  



P28 
 

公司名稱：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廖韡盛 10930B501 不錄取       

2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不錄取       

3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黃靖善 10930B533 不錄取       

4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王偉瀚 10930B536 不錄取       

5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蔡楙緯 10930B604 備取 備取 1 廠務部   

6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張上傑 10930B614 錄取   廠務部   

7 竟丞企業有限公司 張楷祥 10930B617 錄取   廠務部   

 

  



P29 
 

公司名稱：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應徵職缺 

備取名次 

(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備註 

軋延廠 

技術員 

鋼構廠 

繪圖人員 

營建 

工務人員 

1 春源鋼鐵 徐瑞甫 10930B535 營建工務 - 4 1  

2 春源鋼鐵 王紹銘 10930B527 鋼構廠+營建工務 - 1 3  

3 春源鋼鐵 曾聿璥 10930B524 鋼構廠 - 不錄取 不錄取  

4 春源鋼鐵 黃愷盛 10930B538 營建工務 - 2 2  

5 

春源鋼鐵 

蔡尚騰 10930B528 鋼構廠+軋延廠 1 5 - 

主管建議該員興趣,專

長較適合軋延廠,若選

擇鋼構可錄取 

6 春源鋼鐵 杜仲涵 10930B540 鋼構廠+營建工務 - 3 4  

7 春源鋼鐵 吳帘緯 10930B529 該員回覆不參加        

 

  



P30 
 

公司名稱：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啟碁科技 劉睿宏 10930B506 錄取 正取:可靠度；備取 1:技術支援 可靠度 7 月 5 日 

2 啟碁科技 蕭煒霖 10930B507 錄取 正取:機構工程；備取 1:機構設計 機構工程 7 月 5 日 

3 啟碁科技 曾聿璥 10930B524 錄取 正取:治具設計；備取 1:技術支援 治具設計 7 月 5 日 

4 啟碁科技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正取:可靠度；備取 1:SMT 設備 可靠度 7 月 5 日 

5 啟碁科技 羅子家 10930B530 錄取 正取:設備維護；備取 1:SMT 設備 設備維護 7 月 5 日 

6 啟碁科技 唐恩平 10930B531 錄取 
正取:機構工程；備取 1:可靠度、設備維護、

治具(設備)維護 
機構工程 7 月 5 日 

7 啟碁科技 李耿文 10930B534 錄取 正取:治具(設備)維護；備取 1:進料檢驗 治具維護 7 月 5 日 

8 啟碁科技 徐瑞甫 10930B535 錄取 正取:設備維護；備取 1:進料檢驗 設備維護 7 月 5 日 

9 啟碁科技 高祥瑋 10930B537 錄取 正取:SMT 設備 SMT 設備 7 月 5 日 

10 啟碁科技 黃愷盛 10930B538 錄取 正取:治具設計 治具設計 7 月 5 日 

11 啟碁科技 杜仲涵 10930B540 錄取 正取:機構設計；備取 1:進料檢驗 機構設計 7 月 5 日 

12 啟碁科技 蔡楙緯 10930B604 錄取 正取:機構工程；備取 1:機構設計 機構工程 7 月 5 日 

13 啟碁科技 張上傑 10930B614 備取 備取 1:治具設計；備取 2:進料檢驗   7 月 5 日 

 

  



P31 
 

公司名稱：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企業名稱 *學生姓名 *學號 *面試結果 備取名次(ex.備取 1、備取 2…以此類推) 預計實習部門 預計報到日期 

1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涂晉挺 10930B526 錄取 錄取 生產中心   

2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名麒 10930B515 錄取 錄取 生產中心   

3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靖善 10930B533 錄取 錄取 生產中心   

4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侑邑 10930B510 錄取 錄取 生產中心   

5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晏維 10930B521 備取 備取 1 生產中心   

6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韡盛 10930B501 備取 備取 2 生產中心   

7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呂汶澄 10930B522 錄取 備取 3 生產中心   

8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淇方 10930b520 備取 備取 4 生產中心   

9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聖勳 10930B509 備取 備取 5 生產中心   

10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呂紹廷 10930B609 備取 備取 6 生產中心   

11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帘緯 10930B529 未參加面試 不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