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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圓鑫建設 黃超良 黃上航 研究所組 國立中興大學 三 92 85 符合 5,000$         

2 祥達建設 鄭順津 鄭茹馨 研究所組 臺北市立大學 三 87.5 85 符合 5,000$         

3 盛煌建設 林詠盛 林珉慧 研究所組 國立東華大學 二 87.3 85 符合 5,000$         

4 源永建設 張家豪 張雅晴 研究所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二 87.2 85 符合 5,000$         

5 豪新建設 吳美娟 趙俞豪 研究所組 國立嘉義大學 一 92.8 85 符合 5,000$         

6 喜成建設 鄭東陽 鄭喻文 研究所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一 91.9 85 符合 5,000$         

7 立田建設 謝勝國 謝律丞 研究所組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一 90.5 85 符合 5,000$         

8 元茂建設 張幼蓉 蕭靖澂 研究所組 國立清華大學 一 82.1 87 符合 5,000$         

9 應德建設 曾美惠 陳昱蓉 大專組 實踐大學 四 93.2 86.8 符合 3,000$         

10 彰客開發 王女巧 柯以柔 大專組 靜宜大學 四 90.9 87 符合 3,000$         

11 臨璞建築 施詠順 施綉偵 大專組 國立臺北大學 四 89.9 85 符合 3,000$         

12 柏鑫建設 林文欽 林柏源 大專組 逢甲大學 四 82.9 87 符合 3,000$         

13 金安鑫建設 張淑貞 許洮銓 大專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三 89.8 86 符合 3,000$         

14 鴻洋建設 吳松洋 吳育憲 大專組 逢甲大學 三 88.8 87 符合 3,000$         

15 興達興建設 張麗玫 邱譯瑩 大專組 淡江大學 三 85.8 87 符合 3,000$         

16 九維建築 陳振芳 陳苙恩 大專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 85.5 87.5 符合 3,000$         

17 鹿匠鑫開發 潘芳君 王樹盛 大專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三 83.8 82 符合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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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總富建設 方佩盈 謝明晉 大專組 建國科技大學 三 83.7 85 符合 3,000$         

19 泰銓建設 黃利月 李東檉 大專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三 81.2 85.5 符合 3,000$         

20 祥村建設 葉淑貞 鄭博文 大專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三 81.1 85 符合 3,000$         

21 詠吉公司 周曉霞 黃美茜 大專組 東海大學 二 93.4 89 符合 3,000$         

22 悅綠墅建設 陳俊宏 陳宥廷 大專組 臺北醫學大學 二 93.2 87 符合 3,000$         

23 富邑開發 蔡美華 劉姵妤 大專組 國立嘉義大學 二 87.7 86 符合 3,000$         

24 禾太建設 黃振輝 黃上軒 大專組 中國文化大學 二 86.3 82 符合 3,000$         

25 昱宏開發 姚瓊子 楊宸宇 大專組 長榮大學 二 85.9 87.5 符合 3,000$         

26 美奇建設 章政城 章耀升 大專組 華梵大學 二 85.9 86.5 符合 3,000$         

27 君鼎建設 沈政輝 沈沛晴 大專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二 85.8 85 符合 3,000$         

28 第壹發展 蔡文鎮 蔡沛儒 大專組 國立臺北大學 二 85.7 85.5 符合 3,000$         

29 森境建設 吳文瑞 吳芯菱 大專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一 89.4 85 符合 3,000$         

30 睿元建設 鄧維君 梁芷盈 大專組 僑光科技大學 一 87.7 87.5 符合 3,000$         

31 置信地產 吳宏哲 吳承恩 大專組 中國醫藥大學 一 86.1 86 符合 3,000$         

32 大利昌建設 莊婕玲 施芷媗 大專組 國立臺灣大學 一 84.4 符合 3,000$         

33 道恩建設 凃湘湘 林芊柔 大專組 臺北市立大學 一 83.1 85 符合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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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宗鑫開發 陳慶鴻 陳柏羽 高中職組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五 82.8 符合 2,000$         

35 長虹建設 賴振昌 賴瑀宸 高中職組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三 88.7 符合 2,000$         

36 寓寶建設 林書萍 林靜汶 高中職組 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三 87.6 符合 2,000$         

37 木田建設 蕭景發 蕭胤筑 高中職組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一 85.8 符合 2,000$         

38 築曜建設 凃朱彩沛 凃絲繡 高中職組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一 81.9 符合 2,000$         

39 劼輝工程 吳欣樺 林沛璇 高中職組 彰師大附屬高工學校 一 81.5 符合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