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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工 榮 耀 ！！ 

本校應屆畢業生報考 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成績再締新猷。共計錄取 368名，其

中國立校院 255名、私立校院 101 人、進修部 12 人，國立校院錄取率達 64％。 

105.09.14 

班級簡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機械三甲 王敏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甲 陳冠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機械三乙 葉永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李建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縣立致民國中 

電機三甲 黃光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機三乙 張予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建築三甲 李孟容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市立居仁國中 

建築三乙 郭政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市立鹿寮國中 

資訊三甲 江仕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縣立南和國中 

資訊三甲 張紘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機械三乙 邱元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雅國中 

電子三甲 李碩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子三甲 張景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子三甲 楊竣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子三甲 鍾宇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縣立通霄國中 

電子三乙 李瑞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林士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黎明國中 

電機三甲 楊承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鄭炳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陽國中 

電機三甲 蕭百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甲 陳祺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甲 楊譯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楊立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資訊三甲 林煜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建築三甲 陳冠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建築三乙 盧政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建築三乙 謝秉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建築三乙 楊雅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乙 張又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私立均頭國中 

電機三乙 陳仕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市立龍井國中 

機械三乙 李慕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大雅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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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乙 林瑞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機械三乙 張晉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機械三乙 陳柏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機械三乙 鄭文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子三甲 張申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電子三甲 莊凱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縣立致民國中 

電子三乙 林佑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蘇品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后里國中 

電機三甲 林茂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張瑋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陳佳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黃柏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電機三甲 謝其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顏宏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乙 張鶴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 

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黎忠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向上國中 

電機三乙 王雨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宋茂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周怡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資訊三甲 林睦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四箴國中 

機械三甲 賴彥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市立居仁國中 

製圖三甲 林子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邱怡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市立豐陽國中 

資訊三甲 陳沛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市立豐原國中 

機械三甲 陳寶光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乙 李朋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組 市立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林士洺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組 縣立埔里國中 

機械三乙 郭哲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縣立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乙 蔡承恩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子三甲 高維聖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子三甲 陳君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李宜駿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縣立致民國中 

電子三乙 洪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市立北勢國中 

電子三乙 關雅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市立鹿寮國中 

電機三甲 王進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機三甲 林緯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電機三甲 張舜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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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甲 陳衍丞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鹿寮國中 

電機三甲 楊昇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甲 董其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機三乙 林宥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機三乙 林家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北新國中 

電機三乙 陳書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福科國中 

電機三乙 黃冠晉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五權國中 

電機三乙 黃致碩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私立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吳其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私立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紀瑀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建築三乙 林澤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柯宏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製圖三甲 劉崇旺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製圖三甲 鄭亦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林怡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居仁國中 

機械三甲 蘇建中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機械三乙 廖廷偉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居仁國中 

電子三甲 王耀頡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子三甲 洪梓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蔡岳志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子三乙 謝昱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乙 蔡澔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福科國中 

電機三甲 吳朋育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至善國中 

電機三甲 巫岳勳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機三甲 林郁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電機三甲 張瑋珉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廖澤元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福科國中 

電機三乙 曾嘉麒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機三乙 游弼然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私立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張晉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林軒毅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黃裕翔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電子三乙 李郁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機三甲 廖立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 電機工程科 市立四箴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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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三乙 李瑞峻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 國際貿易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劉右澤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 國際貿易系 市立大甲國中 

建築三乙 袁靖怡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進) 國際貿易系 市立神圳國中 

機械三甲 王秉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機械三甲 周哲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市立大安國中 

機械三甲 張宗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北新國中 

機械三甲 陳見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大安國中 

機械三甲 潘俞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機械三甲 蔡來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機械三甲 蔡易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機械三甲 蔡昇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機械三甲 羅光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乙 王恩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市立四箴國中 

機械三乙 吉晨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市立豐原國中 

機械三乙 李俊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機械三乙 周龍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市立大安國中 

機械三乙 張柏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機械三乙 張家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機械三乙 張桂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機械三乙 劉力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機械三乙 饒家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子三甲 呂奕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雅國中 

電子三甲 林名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市立居仁國中 

電子三甲 林哲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洪瑋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子三甲 張嘉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太平國中 

電子三甲 許倍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子三甲 陳輊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育英國中 

電子三甲 廖翌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子三甲 廖彥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新光國中 

電子三乙 江文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子三乙 林汶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子三乙 張景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子三乙 阮浩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市立神岡國中 

電子三乙 蔣巽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市立豐南國中 

電子三乙 顏子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市立北新國中 

電子三乙 謝黃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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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甲 陳柏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安和國中 

電機三甲 羅瑋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崇林國中 

電機三甲 蔡育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龍津國中 

電機三乙 卓楷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吳嘉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縣立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電機三乙 洪郡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四箴國中 

電機三乙 陳廷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機三乙 賴冠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機三乙 郭俊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趙晉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製圖三甲 張皓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市立后里國中 

製圖三甲 林淯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市立大甲國中 

製圖三甲 張雅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市立清泉國中 

資訊三甲 吳哲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資訊三甲 紀俞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資訊三甲 廖芷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市立 

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王建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產學專班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李秉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甲 謝易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乙 王定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神圳國中 

機械三乙 卓新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龍津國中 

機械三乙 陳奕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四箴國中 

機械三乙 游典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廖家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機械三乙 蔡元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清泉國中 

機械三乙 紀靜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機與精密模具專班 市立龍津國中 

電子三甲 林軒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私立 

弘文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張席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電子三甲 許家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電子三甲 袁翊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潭秀國中 

電子三乙 王聖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李彥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電子三乙 李肇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后里國中 

電子三乙 周凱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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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三乙 陳冠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電子三乙 李威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大甲國中 

電子三乙 高郁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外埔國中 

電子三乙 陳宗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清水國中 

電子三乙 陳士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大雅國中 

電子三乙 詹聖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安和國中 

電子三乙 鄭博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邱煜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縣立三義國中 

電機三甲 陳柏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北新國中 

電機三甲 曾世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甲 張家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黃俊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東新國中 

電機三甲 楊秉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機三乙 李欣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乙 林昆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電機三乙 趙令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業國中 

電機三乙 張博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龍井國中 

電機三乙 陳奕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電機三乙 陳令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龍井國中 

電機三乙 陳建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乙 陳振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沙鹿國中 

電機三乙 黃彥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製圖三甲 周子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製圖三甲 廖建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製圖三甲 蔡汶志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大華國中 

製圖三甲 陳鈺茹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新光國中 

製圖三甲 賴沅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漢口國中 

製圖三甲 吳博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后里國中 

製圖三甲 紀勝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外埔國中 

製圖三甲 黃柏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楊智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鹿寮國中 

製圖三甲 盧孝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順天國中 

製圖三甲 楊韻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大甲國中 

製圖三甲 蔡昕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自動控制專班 市立龍津國中 

機械三甲 謝承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雙軌專班 市立光明國中 

資訊三甲 陳宗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雅國中 

資訊三甲 陳柄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甲 王奕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工程系 市立神圳國中 

電機三乙 吳權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電機工程系 市立后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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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甲 黃國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機械工程 縣立通霄國中 

機械三甲 廖翊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 機械工程 市立大雅國中 

建築三甲 古亞湲 國立台灣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市立龍井國中 

機械三甲 石文傑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神岡國中 

機械三甲 凌聖哲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外埔國中 

機械三甲 黃子軒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福科國中 

機械三甲 詹永輝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梧棲國中 

機械三乙 張育誠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清泉國中 

電子三甲 徐紹文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縣立通霄國中 

電子三甲 陳新翰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市立大安國中 

電子三乙 王嘉國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市立神圳國中 

電子三乙 洪政玄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子三乙 胡汶騰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子三乙 張永霖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機三甲 王順丞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市立龍井國中 

電機三乙 李泳儒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乙 劉惟荏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市立東勢國中 

建築三乙 吳維信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林修豪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沙鹿國中 

製圖三甲 陳冠萭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市立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黃佑宇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市立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紀妤潔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機三甲 鄭哲瑋 國立聯合大學(進) 土木與防災工程 縣立通霄國中 

建築三乙 游兆晉 國立臺南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子三乙 賴昱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漢口國中 

建築三乙 許芝苓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齡健康照護系 市立大甲國中 

電子三乙 施建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乙 顏振祐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資訊三甲 陳彥邦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市立石岡國中 

電機三乙 劉紹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市立北新國中 

建築三甲 劉羽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市立大甲國中 

建築三乙 周奎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市立大雅國中 

建築三乙 潘聖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機三甲 林彥成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機三甲 梁彧睿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縣立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資訊三甲 林俊翰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市立豐東國中 

資訊三甲 林靖剛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市立居仁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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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三甲 邱敬凱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市立梧棲國中 

資訊三甲 宋世英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市立大道國中 

資訊三甲 陳筱葭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系 市立大道國中 

機械三甲 游竣為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市立豐南國中 

製圖三甲 周思汎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市立大甲國中 

資訊三甲 吳燁昆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市立豐原國中 

建築三乙 劉芃宜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機三甲 林育民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乙 陳渙融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市立豐原國中 

電子三甲 許柏閔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科 市立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陳為瑀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科 市立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蕭至忠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科 市立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鍾筌騰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科 市立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江佳慧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科 市立豐東國中 

製圖三甲 王岦涵 陸軍專科學校 機械工程科 市立外埔國中 

建築三甲 邱景昌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市立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陳禾宸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系 市立豐東國中 

製圖三甲 溫宏文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系 市立豐原國中 

建築三甲 王俞婷 逢甲大學(進) 室內設計系 市立清水國中 

建築三甲 官宜錚 逢甲大學(進) 室內設計系 市立烏日國中 

建築三乙 劉又齊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市立光明國中 

建築三乙 陳韋圻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市立順天國中 

製圖三甲 張峻銓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市立福科國中 

資訊三甲 楊佳豪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市立清水國中 

機械三甲 王浥帆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市立福科國中 

機械三甲 林典岳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私立 

華盛頓高中附設國中 

機械三甲 顏伯任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電子三甲 鄧諭安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機械三甲 張鈞寓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甲 白書銪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鹿寮國中 

電子三甲 潘皓廷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大雅國中 

電子三甲 于皓融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雙十國中 

製圖三甲 魏嘉邦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豐東國中 

機械三甲 紀致伃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豐南國中 

電子三甲 林威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電子三甲 李彥葶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市立順天國中 

電子三乙 張朕綱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市立神岡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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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乙 何東樺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北勢國中 

建築三甲 洪偉翔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四張犁國中 

建築三甲 張政壹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清泉國中 

建築三甲 伍偲芹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鄭可微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王資翰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神圳國中 

建築三乙 林政宏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市立福科國中 

建築三乙 王維成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市立大華國中 

建築三乙 林思淳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市立順天國中 

製圖三甲 蕭稚廑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大甲國中 

資訊三甲 曾世德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市立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李祐瑜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市立崇德國中 

機械三甲 黃百成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龍津國中 

機械三甲 黃沛聲 建國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市立大安國中 

機械三甲 劉昌吉 建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電子三乙 張庭耀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市立大道國中 

建築三甲 林季賢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市立清水國中 

建築三乙 張又中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私立均頭國中 

製圖三甲 孫亦嬋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資訊三甲 楊逸祥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市立清海國中 

電子三甲 林建宏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市立四張犁國中 

建築三甲 陳芳儀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市立神岡國中 

電子三甲 陳裕中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大道國中 

電子三乙 鍾佳汝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外埔國中 

電機三乙 何秉諺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立龍津國中 

電機三乙 黃俊瑜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市立潭秀國中 

資訊三甲 林鈺晟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豐南國中 

資訊三甲 陳耀明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市立神岡國中 

資訊三甲 蔡旻耀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立梧棲國中 

機械三甲 林壹鍵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市立石岡國中 

建築三甲 黃鈴淯 嘉南藥理大學 生物科技系 市立大安國中 

建築三乙 王致詠 嘉南藥理大學 餐旅管理系 市立大甲國中 

建築三乙 張百忻 嘉南藥理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子三甲 謝守豐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市立梧棲國中 

資訊三甲 陳軒彬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市立清水國中 

資訊三甲 蔡瑩蒨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市立清海國中 

建築三甲 黃尉哲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市立豐東國中 

機械三甲 陳宇翔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市立順天國中 

機械三甲 陳柏翔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市立順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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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乙 吳明軒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市立大安國中 

電子三乙 林欣誼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市立鹿寮國中 

建築三甲 周譯祺 僑光科技大學(進) 行銷管理系 市立四箴國中 

建築三甲 陳麗均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市立龍井國中 

建築三甲 蘇琬晴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市立外埔國中 

建築三甲 易儒賢 高苑科技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洪緯銓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市立沙鹿國中 

建築三甲 傅朝新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市立日南國中 

建築三乙 莊宏堃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市立日南國中 

建築三乙 蘇崇哲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市立日南國中 

建築三乙 紀盈楦 高苑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市立神岡國中 

資訊三甲 戴宇軒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市立豐東國中 

電子三甲 臧家駒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市立沙鹿國中 

電子三乙 林柏威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休閒觀光系 市立清水國中 

製圖三甲 林易儒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市立梧棲國中 

電子三甲 楊皓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市立梧棲國中 

建築三乙 黃重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市立外埔國中 

建築三乙 廖心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市立豐南國中 

機械三乙 葉丞益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市立大華國中 

電子三甲 陳宗延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市立福科國中 

製圖三甲 許碩育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市立清泉國中 

製圖三甲 黃郁芝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市立北勢國中 

資訊三甲 梁嘉壬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市立福科國中 

建築三甲 張宜荃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市立大業國中 

建築三乙 王鎧瑞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市立 

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李沅哲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市立豐原國中 

機械三乙 林莛祐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市立日南國中 

電機三乙 曾厚富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甲 林書瑄 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縣立 

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甲 黃沛青 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市立大安國中 

建築三甲 王時庭 中洲科技大學 景觀系 市立外埔國中 

建築三乙 陳港蓁 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市立 

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建築三乙 蘇品瑄 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市立龍津國中 

建築三甲 黃馨嬅 中州科技大學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臺中市立大墩國中 

建築三乙 謝佳恩 中州科技大學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市立四箴國中 

資訊三甲 柯景祥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市立順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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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三甲 何智凱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市立大安國中 

建築三甲 顏裕國 華夏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市立清水國中 

建築三甲 雷凱翔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市立順天國中 

建築三乙 朱祐德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市立大甲國中 

製圖三甲 邱紀為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市立日南國中 

機械三甲 楊坤儒 修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市立后里國中 

資訊三甲 陳昱廷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市立北勢國中 

註：（進）為進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