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甲高工10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10.08.09止）

班級名稱 考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機三甲 古○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張○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李○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乙 邱○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李○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乙 許○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張○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蔡○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周○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許○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楊○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蘇○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三甲 紀○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劉○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建築三乙 陳○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韋○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機械三乙 洪○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陳○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許○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洪○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符○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電子三甲 賴○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子三乙 張○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陸○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孫○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郭○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陳○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蔡○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藍○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徐○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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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三甲 劉○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張○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機械三甲 吳○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智能系統與控制組

機械三甲 呂○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機械三甲 施○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陳○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製圖三甲 施○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製圖三甲 沈○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製圖三甲 楊○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電機三甲 尹○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巫○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電機三甲 張○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甲 楊○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楊○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甲 廖○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劉○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王○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吳○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柯○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郭○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乙 劉○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機三乙 劉○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電機三乙 鄭○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吳○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三甲 鄭○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吳○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林○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乙 洪○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乙 夏○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電子三乙 吳○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資訊三甲 李○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資訊三甲 陳○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資訊三甲 曾○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資訊三甲 趙○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  大甲高工10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10.08.09止）

班級名稱 考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資訊三甲 蔡○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建築三甲 江○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張○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温○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建築三甲 黃○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王○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建築三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陳○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李○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建築三乙 郭○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械三甲 林○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甲 邱○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甲 柯○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三甲 洪○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甲 張○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甲 陳○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三甲 黃○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王○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余○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械三乙 李○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臥虎專班（願景計畫）

機械三乙 卓○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械三乙 柯○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侖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械三乙 蔡○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林○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林○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甲 邱○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製圖三甲 張○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黃○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甲 白○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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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三甲 吳○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製圖三甲 梁○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製圖三甲 陳○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電機三乙 巫○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三甲 何○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李○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郭○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黃○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楊○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電子三甲 劉○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科

電子三乙 紀○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魏○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科

機械三甲 王○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孫○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甲 陳○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甲 賴○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三乙 王○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技優專班）

機械三乙 許○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戴○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製圖三甲 湯○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三甲 王○竣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機三甲 吳○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電機三甲 呂○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機三甲 卓○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林○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柳○百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技優專班）

電機三甲 徐○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機三甲 陳○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甲 陳○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技優專班）

電機三甲 陳○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甲 楊○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機三甲 鄭○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林○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  大甲高工10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榜單（截至110.08.09止）

班級名稱 考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機三乙 張○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三乙 陳○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機三乙 鄭○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甲 王○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甲 張○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三甲 羅○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智慧機器人組

電子三乙 王○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電子三乙 劉○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乙 鍾○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電子三乙 羅○鍵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資訊三甲 蔡○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訊三甲 鍾○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陳○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蔡○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建築三乙 葉○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電機三乙 蘇○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子三甲 盧○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生產工程系

電子三乙 楊○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機械三甲 陳○翰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傅○偉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製圖三甲 陳○騂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電機三甲 張○軒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王○佑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李○庭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張○維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陳○伸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三甲 謝○遠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蔡○茹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三甲 王○龍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三甲 孫○榛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楊○至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機械三乙 黃○銘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三乙 劉○威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三乙 崔○榕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黃○臻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三甲 郭○霆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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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名稱 考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電機三乙 張○維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電機三乙 張○煜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電子三乙 陳○寬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建築三乙 黃○睿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資訊三甲 邱○凱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李○宇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三乙 蔡○正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乙 羅○茵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三甲 温○儀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建築三甲 白○元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建築三甲 張○諺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電子三乙 呂○旻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電機三甲 張○辰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訊三甲 林○函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製圖三甲 王○謙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古○佑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林○儒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製圖三甲 張○瑄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電子三甲 陳○翰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電子三乙 詹○同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機械三乙 王○佑 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械三甲 趙○敏 朝陽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電機三乙 徐○翔 朝陽科技大學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子三乙 陳○彥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蔡○霆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建築三甲 謝○航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甲 蘇○芊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王○哲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建築三乙 林○彣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資訊三甲 王○謙 健行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博 高苑科技大學 電競與動畫遊戲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三甲 黃○榕 高苑科技大學 電競與動畫遊戲學士學位學程

電子三甲 傅○堯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機械三甲 王○閎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宏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三乙 吳○育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機械三乙 蔡○霖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電機三甲 翁○裕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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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甲 蔡○呈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子三甲 王○忠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陳○宇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乙 陳○宇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黃○郡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資訊三甲 楊○杰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訊三甲 陳○珊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機械三乙 陳○榮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三乙 高○恩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電子三甲 李○賢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子三甲 林○翊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建築三甲 卓○哲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製圖三甲 王○俐禎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建築三甲 曾○祚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三甲 黃○軒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三甲 林○萱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甲 紀○婷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乙 黃○億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電機三乙 林○澔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資訊三甲 游○諺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顏○歆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建築三甲 林○璨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建築三乙 林○傑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建築三乙 張○語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建築三乙 陳○佑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建築三乙 蔡○傑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建築三乙 陳○晞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電子三甲 張○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建築三甲 邱○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機械三甲 吳○浩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機械三乙 陳○呈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電子三乙 徐○寅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建築三乙 邱○鈞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建築三乙 紀○杉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電子三乙 廖○翔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資訊三甲 蘇○正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