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109(學)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機械認證考試名冊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21/12/25)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夏正芃 機械 4A 合格 合格 

    蔡宗佑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張清淵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劉奕賢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廖彥閎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林姿伶 機械 4A 合格  

    呂浩暐 機械 4A 合格  

    林承鴻 機械 3A 合格  

    許明翰 機械 3A 合格  

    林哲宇 機械 4A 合格  

    林欣諺 機械 4A 合格  

    張哲瑋 機械 3B 合格  

    江傲然 機械 4A 合格  

    林沛佑 機械 3A  合格 

    梁朔瑀 機械 3B  合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110/05/16)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20/12/20)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COVID-19疫情停辦 

余柏賢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林廷叡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賴彥佑 機械 4A 合格 合格 

吳湘鵬 機械 2A 合格 - 

林沛佑 機械 2A 合格 - 

梁朔瑀 機械 2B 合格 - 

侯佐 機械 2A 合格 - 

曹晏碩 機械 3A 合格 - 

江傲然 機械 3A - 合格 

許哲嘉 機械 3B - 合格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2020/05/24) 108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9/12/22)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林晉瑋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陳育澤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邢乃祥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謝宜庭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唐振哲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劉柏劭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黃志豐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周家賢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陳冠廷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高唯倫 機械 3A 合格 - 

王景賢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葛啟瑞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許哲嘉 機械 2B 合格 - 張俊傑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黃昱鈞- 機械 4B 合格 - 宋育澤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 - - - 江育偉 機械 3A 合格 - 

- - - - 郭福興 機械 3A 合格 - 

- - - - 江秉周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 - - - 賴柏潤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 - - - 郭柏毅 機械 3B  合格 

- - - - 張濰傑 機械 3B  合格 

- - - - 張馨云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 - - - 莊育憲 機械 3B 合格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9/05/29)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邱姿穎 機械 3A  合格 

吳若寧 機械 3A  合格 

林志陽 機械 3A  合格 

施柏旭 機械 3B  合格 

黃采祁 機械 4B 合格  

林品均 機械 4B 合格  

蘇子芸 機械 4B 合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2018/05/27)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7/12/17)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吳若寧 機械 2A 合格  盧彥名 機械 4B  合格 

洪子芸 機械 2A 合格  李正頤 機械 4B 合格 合格 

邱姿穎 機械 2A 合格  郭宗倫 機械 4B 合格 合格 

郭建鋒 機械 2A 合格  林敬軒 機械 3A 合格  



王崇驊 機械 2A 合格  洪聖博 機械 3A  合格 

鄭博文 機械 2A 合格  呂紹宇 機械 4A 合格  

林志陽 機械 2A 合格  駱紘緯 機械 3A  合格 

厲  楓 機械 2A 合格  彭致霖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施柏旭 機械 2B 合格  陳輝洋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林孝哲 機械 2B 合格  陳建成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莊智喨 機械 2B 合格  李奇峰 機械 3A  合格 

李奇峰 機械 3A 合格  張承熹 機械 3A  合格 

林敬軒 機械 3A  合格 張正豪 機械 3A 合格  

張承熹 機械 3A 合格      

蘇子芸 機械 3B  合格     

黃柏澔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蔡彝駿 機械 4A 合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2016/05/21)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6/12/18)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朱馨儀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陳弘耀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葉雅心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洪嘉駿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魏貽誠 機械 2B 合格 合格 紀泓仁 機械 3A  合格 

洪聖博 機械 2A 合格      

呂理儒 機械 4A  合格     

駱紘緯 機械 2A 合格      

考生姓名 機械製造 
機械元件

設計 

基本熱工

原理與應

用 

    

黃亮瑜 合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2016/05/22) 104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5/05/17)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施佑青 機械 2A 合格  姜  豪 機械 3A 合格  

侯睿詠 機械 2B 合格  郭師維 機械 3A 合格  

張家瑄 機械 3A  合格 陳子豪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黃亮瑜 機械 3A  合格 李岳瑾 機械 3A 合格  

邱威凱 機械 3B  合格 張祐嘉 機械 3A 合格  

林君品 機械 3B  合格 呂理儒 機械 3A 合格  

許志豪 機械 3B 合格  莊承翰 機械 3A 合格  

張昱晟 機械 3B  合格 黃亮瑜 機械 3A 合格  

王晨曄 機械 3B  合格 吳協韋 機械 3A 合格  

陳逸翔 機械 3B  合格 余瑋軒 機械 3A 合格  

卓鈺翔 機械 3B  合格 張家瑄 機械 3A 合格  

鄭亦翔 機械 3B 合格  黃宥騰 機械 3B 合格  



何昶毅 機械 3B 合格  卓鈺翔 機械 3B 合格  

朱育民 機械 4A  合格 薛宇祺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邱威凱 機械 3B 合格  

    林君品 機械 3B 合格  

    丘瑞安 機械 3B 合格  

    白仁雄 機械 3B 合格  

    林志勝 機械 3B 合格  

    陳逸翔 機械 3B 合格  

    劉松羱 機械 3B 合格  

    黃孟偉 機械 4B  合格 

    林哲漢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葉子維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盧思齊 機械 4B 合格 合格 

    陳蒲昌 機械 4B  合格 

    張俊淵 機械 4B  合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4/12/21)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3/12/15))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黃翊菱 機械 3A 合格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黃薇耘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林振宇 機械 3A 合格  

張政傑 機械 3A  合格 林怡均 機械 3A 合格  

吳淑玲 機械 3A 合格  謝玉玲 機械 3A 合格  

申群倫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王盈凱 機械 3A 合格  

林妤靜 機械 3B  合格 張皓鈞 機械 3A 合格  

張壬申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潘韋宏 機械 3A 合格  

王正岳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王韋竣 機械 3A 合格  

李宗修 機械 3B 合格  陳信凱 機械 3A 合格  

林嘉亮 機械 3B 合格  連偉勝 機械 3A 合格  

陳冠至 機械 3B 合格  朱法軒 機械 3A 合格  

黃孟偉 機械 3B 合格  許晉蓉 機械 3B  合格 

蔡易倫 機械 3B  合格 呂相儀 機械 3B  合格 

董書政 機械 3B  合格 陳立凡 機械 3B  合格 

鐘元宏 機械 3B 合格  蔡佳書 機械 3B  合格 

陳蒲昌 機械 3B 合格  蘇聖惇 機械 3B  合格 

張俊淵 機械 3B 合格  宋易儒 機械 4B  合格 

呂俊毅 機械 3B 合格  鄭麒鴻 機械 4B  合格 

劉耿慈 機械 3B 

 合格 
 

考生姓名 機械製造 
機械元件

設計 

基本熱工

原理與應

用 

張瑋倫 機械 3B  合格 林政毅   合格 

林鈺韋 機械 4A  合格 鄒文偕 合格 合格 合格 

何宸逸 機械 4A  合格 王世詮   合格 

張冠煒 機械 4A  合格     

林怡均 機械 4A  合格     



謝玉玲 機械 4A  合格     

吳泓緯 機械 4A 合格 合格     

 

考生姓名 
 

機械製造 
機械元件

設計 

基本熱工

原理與應

用 

    

呂相儀 合格 合格 合格     

        

 

 

 

 

 

 

 

 

 

 

101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2/11/16) 101學年度第 2學期(考試日期：2012/05/26)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酆妙馨 
 

機械 3B  合格 陳立凡 機械 2B 合格  

呂維祥 機械 3B   呂相儀 機械 2B 合格  

吳志祥 機械 3B  合格 李意婕 機械 2B 合格  

朱祐霆 
 

機械 3B  合格 簡嘉成 機械 2B 合格  

鍾紹桓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林品志 機械 2B 合格  

林福川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蔡佳書 機械 2B 合格  

盧鈞誠 機械 3B 合格  鍾  瑋 機械 2B 合格  

牛天鈞 機械 3B  合格 蔡睿陞 機械 3A  合格 

考生姓名 機械製造 
機械元件

設計 

基本熱工

原理與應

用 

王世詮 機械 3A 

 

合格 

黃柏文 
 

合格 合格 合格 楊偉才 機械 3A 合格  

    陶玟君 機械 2B 合格  

    許晉蓉 機械 2B 合格  

    吳語涵 機械 2B 合格  

    胡雅雯 機械 2B 合格  

    羅冠承 機械 2B 合格  

    林家弘 機械 2B 合格  

    蘇聖惇 機械 2B 合格  

    黃皓平 機械 2B 合格  

    盧鈞誠 機械 3B  合格 

    鄭麒鴻 機械 3B   

    洪適駿 機械 3B  合格 

    張冠煒 機械 2A 合格  

    方少坤 機械 2A 合格  

    曹韋量 機械 2A 合格  



 

 

 

 

 

 

 

 

 

 

 

 

 

 

 

100學年度第 1學期(考試日期：2011/05/29) 

考生姓名 學校班別 機械製圖 機械原理 

張宜婷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黎宇倫 機械 3A 合格  

鄭文信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許文瑋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范揚均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黃煜展 機械 3A 合格  

賴俊維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李孟鴻 機械 3A 合格 合格 

林志遠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陳俊憲 機械 3B 合格 合格 

溫世豪 機械 3B 合格  

鄭森文 機械 3B 合格  

林恒緯 機械 3B 合格  

紀宗文 機械 3B  合格 

陳康威 機械 3B  合格 

楊忠倫 機械 4A  合格 

蘇承佑 機械 4A  合格 

張峰銘 機械 4A 合格  

周群揚 機械 4A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