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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工升學，續創佳績 ！！ 

本校應屆畢業生報考 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共計錄取 335名，其中國立校院

242名、私立校院 93人，國立校院錄取率佔畢業生達 67％。 

108.10.16 

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機械三甲 王建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系 豐南國中 

電機三甲 郭政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日南國中 

電機三乙 吳宗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豐陽國中 

電機三乙 吳浚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黃進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蘇予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四箴國中 

建築三甲 洪冠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清泉國中 

建築三甲 簡舜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爽文國中 

建築三甲 羅世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豐陽國中 

建築三甲 洪瑋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大道國中 

建築三乙 林士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外埔國中 

建築三乙 林孟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豐陽國中 

校友 王宣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同富國中 

機械三甲 徐明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石岡國中 

製圖三甲 黃政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陽國中 

電機三乙 王証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豐南國中 

電子三甲 林呈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子三乙 莊子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東大附中附設國中 

資訊三甲 何柏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林郁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黃明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曾奕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駱巧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日南國中 

建築三乙 廖芝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光德國中 

建築三乙 方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育英國中 

電機三乙 黃子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進)   電機工程系 安和國中 

機械三甲 沈祐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產) 機械工程系 豐東國中 

電機三甲 李泓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劉承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神岡國中 

機械三甲 劉弘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乙 謝易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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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製圖三甲 林奕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后里國中 

製圖三甲 蕭淯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后里國中 

製圖三甲 凃翊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陽國中 

電機三甲 王伯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清水國中 

電機三甲 王瀚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陳奕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后里國中 

電機三甲 陳睿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衛道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詹濟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四箴國中 

電機三甲 劉修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李佳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日南國中 

電機三乙 林辰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許志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華國中 

電機三乙 陳宣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龍井國中 

電機三乙 彭博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石岡國中 

電子三甲 陳羽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道國中 

電子三甲 趙詮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乙 黃聖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吳弘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后里國中 

資訊三甲 汪祐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周子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林家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甲國中 

資訊三甲 劉睿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豐原國中 

建築三甲 吳承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東山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吳鎮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日南國中 

建築三甲 陳重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葉哲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大華國中 

建築三甲 劉家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東勢國中 

建築三乙 張文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常春藤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陳品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清水國中 

建築三乙 戴維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龍井國中 

建築三乙 王昱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豐東國中 

機械三甲 趙翊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進)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大道國中 

電子三乙 楊志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吳偲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資訊三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清水國中 

機械三甲 王睿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邱大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大甲國中 

機械三甲 張永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東勢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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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機械三乙 余政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大道國中 

機械三乙 吳銘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順天國中 

機械三乙 李奇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日南國中 

機械三乙 周品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幸群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大安國中 

機械三乙 林旻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乙 洪劭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大道國中 

機械三乙 郭竣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外埔國中 

機械三乙 陳緯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順天國中 

機械三乙 楊明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沙鹿國中 

機械三乙 廖翊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張宥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四箴國中 

製圖三甲 吳青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沙鹿國中 

製圖三甲 張庭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大華國中 

製圖三甲 張詠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豐東國中 

製圖三甲 東沛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大甲國中 

製圖三甲 洪冠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龍井國中 

電機三甲 吳皓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李帛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林昆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東大附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林俊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四箴國中 

電機三甲 楊文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廖荃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道國中 

電機三甲 蘇振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王映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林睿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 大道國中 

電機三乙 林濬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陳瑋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楊育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蔡承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梧棲國中 

電機三乙 蔡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子三甲 林冠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豐原國中 

電子三甲 林祐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鹿寮國中 

電子三甲 熊信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豐東國中 

電子三甲 賴佳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中興國中 

電子三乙 沈英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豐南國中 

電子三乙 林旻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龍井國中 

電子三乙 姚俊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豐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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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電子三乙 胡庭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烏眉國中 

資訊三甲 賴冠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雅國中 

建築三甲 李旻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沙鹿國中 

建築三甲 林彥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東大附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紀元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沙鹿國中 

建築三甲 陳柏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后里國中 

建築三甲 楊竺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清水國中 

建築三甲 溫展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立人國中 

建築三甲 盧濬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日南國中 

建築三甲 朱珈誼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豐東國中 

建築三甲 劉若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東勢國中 

建築三甲 蔡宜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龍津國中 

建築三乙 張胤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蕭名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龍井國中 

建築三乙 朱翌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順天國中 

製圖三甲 張傑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清水國中 

電子三乙 何宗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清水國中 

機械三甲 邱暐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后里國中 

機械三甲 張力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水里國中 

機械三乙 李明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外埔國中 

機械三乙 李俊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順天國中 

機械三乙 徐誠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豐東國中 

機械三乙 陳柏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豐原國中 

機械三乙 蔡宗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林政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安和國中 

製圖三甲 蔡宗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製圖三甲 吳嘉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三義高中附設國中 

製圖三甲 呂霈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李姿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順天國中 

製圖三甲 潘奕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製圖三甲 蔡伊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鹿寮國中 

電機三甲 李旭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沈振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龍井國中 

電機三甲 洪楷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豐原國中 

電機三甲 陳浩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華盛頓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陳智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曾博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楊宸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梧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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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電機三乙 江冠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立人國中 

電機三乙 林承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陳俞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大安國中 

電機三乙 黃文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大成國中 

電機三乙 詹勳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謝奉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大成國中 

電子三甲 張家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豐東國中 

電子三甲 陳慶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子三甲 劉宜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潭秀國中 

電子三乙 何宗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雅國中 

電子三乙 陳彥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子三乙 陳盛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日南國中 

電子三乙 黃千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外埔國中 

電子三乙 黃彥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后里國中 

電子三乙 廖德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大德國中 

資訊三甲 王楷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沙鹿國中 

資訊三甲 江文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外埔國中 

資訊三甲 吳庭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安國中 

資訊三甲 林師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沙鹿國中 

資訊三甲 邱豐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雅國中 

資訊三甲 張浩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外埔國中 

資訊三甲 張維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豐東國中 

資訊三甲 許建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北勢國中 

資訊三甲 曾世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黃柏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黃珅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光正國中 

資訊三甲 黃楷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南和國中 

製圖三甲 張宏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許立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神岡國中 

機械三乙 王凱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吳嘉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日南國中 

製圖三甲 盧立臣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沙鹿國中 

製圖三甲 林芷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東國中 

製圖三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大道國中 

電機三甲 莊博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三光國中 

電機三甲 許宏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機三甲 詹祐謙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劉銘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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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電子三甲 黃聖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后里國中 

電子三甲 藍聖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豐南國中 

電子三乙 何翊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道國中 

電子三乙 李旻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后里國中 

電子三乙 高熒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神岡國中 

資訊三甲 莊冠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黃崇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甲國中 

資訊三甲 趙唯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蔡傑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黃若琪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謝雨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國姓國中 

製圖三甲 劉冠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豐南國中 

電機三甲 朱榕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巫堯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豐東國中 

電機三甲 郭明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龍津國中 

電機三甲 黃明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大道國中 

電機三甲 鄭凱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系 豐陽國中 

資訊三甲 顏子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資訊管理系 順天國中 

電子三乙 許廷豪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資訊工程系 立新國中 

電子三乙 羅正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子工程系 后里國中 

機械三乙 黃聖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原國中 

電機三甲 顏子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清水國中 

電子三甲 嚴紹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豐東國中 

建築三甲 梁慧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南崗國中 

建築三甲 廖純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大華國中 

建築三乙 紀榮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外埔國中 

建築三乙 張富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五權國中 

建築三乙 謝政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外埔國中 

建築三乙 李湘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雙十國中 

電機三乙 張承煒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華國中 

建築三乙 張勝耀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順天國中 

機械三甲 吳承翰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三義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劉發浩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東勢國中 

電機三甲 林楷哲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陳晏諭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蔡維麒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豐原國中 

電機三乙 陳子允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豐原國中 

電機三乙 楊仕弘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豐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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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電子三乙 李品辰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蕭志綸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鹿寮國中 

電機三乙 許博鈞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林鈞騏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大甲國中 

建築三乙 黃筱媛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安和國中 

電子三甲 徐冠宇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豐東國中 

資訊三甲 陳丞軒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南和國中 

建築三甲 陳許裕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大華國中 

建築三甲 紀亭羽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系 大甲國中 

建築三甲 黃子芸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系 埔心國中 

建築三乙 王俊智 國立中興大學(進) 中文系 清水國中 

電機三甲 許哲豪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大業國中 

電機三甲 顏彥霆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白昆易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大道國中 

電子三甲 林思吾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日南國中 

電子三甲 陳威成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致民國中 

資訊三甲 葉中雲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大華國中 

建築三甲 許仲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李昕晏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通信電子科 光明國中 

電子三乙 劉峻佑 憲兵學校 

 

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姚仁國 警察專科學校 

 

大道國中 

機械三甲 陳家銘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梧棲國中 

製圖三甲 魏楚澔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林葦綾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清海國中 

建築三乙 王鈺翔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豐陽國中 

建築三乙 廖振生 逢甲大學(進) 土木工程學系 大德國中 

建築三乙 蔡宇翔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崇倫國中 

建築三乙 蔡慈晏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大華國中 

建築三甲 曾芫崎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埔鹽國中 

電子三甲 梁鈞宥 大葉大學 觀光系 清水國中 

電子三乙 李雁真 佛光大學 佛教學系 大甲國中 

機械三甲 莊貽鈞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陳聖翰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豐原國中 

建築三乙 林承彥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至善國中 

機械三甲 林祐丞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龍井國中 

機械三甲 羅聖迪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郭詠溢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豐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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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電機三乙 蔡承峰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張犁國中 

電機三乙 蕭仁豪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箴國中 

電子三甲 林洧鋌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光正國中 

電子三乙 周冠佑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乙 柯博盛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外埔國中 

電子三乙 陳沛鴻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董承恩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華國中 

資訊三甲 徐子棠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清水國中 

建築三甲 王印兌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游佳晴 弘光科技大學(進)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龍井國中 

建築三甲 黃品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福科國中 

建築三甲 林玟均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大道國中 

建築三甲 蔡佩軒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崇倫國中 

建築三乙 陳毓軒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郭珈毓 大仁科技大學 寵物美容系 豐南國中 

機械三甲 張懿輝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龍津國中 

機械三甲 陳嘉昌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乙 陳柏龍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龍井國中 

製圖三甲 蔡沛君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陳凱杰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石岡國中 

電子三乙 張耀中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神岡國中 

機械三甲 何政昱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羅泰翔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大成國中 

電機三乙 白昆宗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道國中 

電機三乙 余宥霖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龍津國中 

電子三甲 巫哲睿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東勢國中 

電子三甲 陳政男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龍津國中 

電子三甲 蔡嘉銘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清海國中 

電子三乙 曾苡瑄 明新科技大學(產) 電子工程系 福科國中 

機械三甲 曾柏凱 南臺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大華國中 

機械三乙 吳宇皓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東勢國中 

電機三乙 楊騏全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清水國中 

電子三甲 文韋翔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僑泰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洪紹棋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子三甲 陳韋豪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豐原國中 

電子三乙 林泯佑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華國中 

機械三甲 陳韋竣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豐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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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機械三乙 張凱碩 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大華國中 

製圖三甲 呂昶驛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外埔國中 

電機三甲 陳昭全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龍津國中 

電機三乙 詹宗霖 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與網路通訊系 豐東國中 

電機三乙 謝承祐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豐南國中 

電機三乙 李宗祐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甲國中 

電子三甲 蕭志恩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宏仁國中 

建築三乙 蘇焙宏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沙鹿國中 

機械三甲 黃紹麒 建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陳昱升 建國科技大學(進) 電機工程系 沙鹿國中 

電子三乙 張哲源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后里國中 

建築三乙 葉仁傑 健行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國姓國中 

機械三甲 康兆宇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崇德國中 

機械三甲 陳保旭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外埔國中 

機械三乙 羅自翊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豐陽國中 

製圖三甲 詹前彬 朝陽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許漢陞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潭秀國中 

電子三甲 蘇瑩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豐南國中 

電子三乙 王崇祐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清泉國中 

電子三乙 林宥丞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蔡宗勳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龍井國中 

資訊三甲 蔡旻諺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杜昱霆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啟新國中 

建築三乙 黃傑揚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易聖淳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順天國中 

機械三甲 黃恩鋐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李俊賢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大甲國中 

製圖三甲 徐詳閔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外埔國中 

電子三甲 吳邦浩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立人國中 

建築三乙 紀柏誠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系 清泉國中 

電子三甲 唐忠煜 僑光科技大學(進) 國貿系 龍井國中 

機械三乙 江婉綺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東華國中 

製圖三甲 洪正翰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居仁國中 

機械三甲 楊明昊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清水國中 

電子三甲 林昆輝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福科國中 

電子三甲 陳育騰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四箴國中 

電子三甲 彭垣旗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四箴國中 

機械三乙 詹耀棠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東勢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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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簡慶郎 

家長會長:陳義隆 

校友會理事長:張東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