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三甲 王朝誠 遠雄海洋公園 劇場技術人員

戲三甲 鍾愷軒 品果集思有限公司 施工助理

觀三丙 簡安婕 經典大飯店 范特奇堡 櫃檯服務人員

觀三丙 蘇健豪 經典大飯店 范特奇堡 餐飲服務人員

觀三乙 陳明駿 米塔集團 大河屋松山店 外場服務人員

影三甲 楊澄宜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廚藝助理

演三丙 陳紫翔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德立莊分公

司
儲備幹部

1 汽三乙 李俊輝 軍事行業 海軍陸憲兵

2 汽三乙 黃翊弘 自家公司 助理

3 汽三乙 魏隆華 磁磚工地 學徒

4 汽三乙 潘竑宇 水電 學徒

5 汽三乙 林振恩 工程類 冷凍空調

6 汽三乙 李遠亨 機車修護 學徒

7 汽三乙 許宇綸 水泥工 水泥工

8 汽三乙 簡雍曄 汽車鈑金 汽車鈑金

9 汽三丁 蔡濰至 振凱研磨 作業員、半技師

10 汽三丁 林維祥 福特中太 零件部

11 汽三丁 黃威智 福特 技師

12 汽三丁 黃柏森 一般保養廠 汽車修護 學徒

13 汽三丁 林祐霆 三重客運 學徒

14 汽三丁 朱翊綸 三重客運 學徒

15 汽三丁 梁仲剛 土城匯豐鈑噴中心 鈑金

16 汽三丁 廖安強 三重客運 學徒

17 汽三丁 黃崇晉 電池工廠 電池工廠

18 汽三丙 劉祐誠 車業 學徒

19 汽三丙 林益賢 憲兵 志願役

20 汽三丙 李文志 車行 學徒

21 汽三丙 謝宇軒 汽車修理廠 師父

22 汽三丙 蘇翰霖 汽車車體板金 Toyota

23 汽三丙 魏凱霖 車行 車行

24 汽三丙 卓航陞 陸軍 志願役

25 汽三丙 王政凱 海軍陸戰隊憲兵 志願役

26 汽三丙 王庭彥 海軍陸戰隊憲兵 志願役

27 汽三丙 簡龍偉 佳晉機車行 學徒

28 汽三丙 胡弘德 飯家鄉 炒台

29 汽三丙 陳建瑒 機車行 學徒

30 汽三戊 楊承祐 順益汽車內湖廠區 鈑金學徒

31 汽三戊 林哲維 陸軍 志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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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汽三戊 陳柏偉 室內設計 工讀生

33 汽三戊 林廣豐 烤漆 防塗

34 汽三甲 湯委恩 生命禮儀 生命禮儀

35 汽三甲 李宗紘 杉匠福工程行 學徒

36 汽三甲 林志堅 萊爾富 店員

37 汽三甲 郭皓翔 鑫明有限公司 會計

38 汽三甲 呂偉誠 修車 修車學徒

39 汽三甲 林承漢 99機車 技師

40 汽三甲 陳世杰 王座餐飲集團 訓練員

41 汽三甲 詹承翰 車廠 鈑金

42 動三甲 賴姳蓁 皇后鎮森林 管家

43 動三甲 蔡宇彬 全聯福利中心 工讀生

44 動三甲 吳采蔆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站 時薪加油員

45 資三乙 周冠宇 海軍陸戰隊憲兵 志願役

46 資三乙 林豪晟 陸軍司令部 志願役

47 資三乙 楊毅傑 海軍陸戰隊(憲兵) 志願役

48 資三甲 陳冠文 健身房 健身教練

49 資三甲 陳冠羽 餐飲業 達美樂

50 資三甲 楊京橋 全聯 員工

51 資三甲 司武崙 健身房 清潔員

52 演三乙 伍庭萱 711 服務人員

53 演三丙 顏婉暄 網路直播、遊戲陪玩 直播主

54 影三乙 鄭寶昌 耀進 工務人員

55 影三乙 吳瑞杰 耀進 公務

56 影三乙 林東榤 千葉 正職

57 影三乙 謝吉田 亞果音響 正職

58 影三乙 賴旭澤 陸軍司令部 志願役

59 影三甲 戴登祥 陸軍司令部 志願役

60 影三甲 陳俐伶 鬍鬚張 計時人員

61 影三甲 蕭楚軒 空軍 志願役

62 影三甲 黃美玲 華川宴 正職人員

63 戲三甲 楊柏凱 三點水創意有限公司 正職人員

64 戲三甲 丁國晉 海軍陸戰隊 自願役

65 觀三丙 施又誠 台灣網路行銷公司 電訪員

66 觀三丙 吳駿孝 大板根 房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