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級 

吳家伶 日四技應外一甲 張瑋哲 日四技應外一乙 

 

第一級 

孫阡育 日四技土木一甲 魏嘉元 日四技工管一乙 葉辛怡 日四技企管一乙 

林京璞 日四技土木一甲 陳聰賢 日四技工管一乙 朱力麟 日四技企管一乙 

陳冠霖 日四技土木一甲 胡暐浚 日四技工管一乙 黃馨儀 日四技企管一乙 

鄧政德 日四技土木一甲 陳玨宇 日四技工管一乙 蔡咏霖 日四技企管一乙 

游珮伶 日四技土木一甲 楊士儀 日四技工管一乙 鍾馨瑩 日四技企管一丙 

黃子軒 日四技土木一甲 陳英如 日四技工管一丙 王怡文 日四技企管一丙 

陳萱瑜 日四技土木一甲 蔡郁翎 日四技工管一丙 鄭婷文 日四技企管一丙 

鄭雅勻 日四技土木一乙 張開偉 日四技工管一丙 莊孟珈 日四技企管一丙 

陳忠朋 日四技土木一乙 張耀澤 日四技工管一丙 周易鴻 日四技企管一丙 

姚惠雅 日四技土木一乙 羅予蔚 日四技幼保一甲 鄭安琦 日四技企管一丙 

林昭慧 日四技土木一乙 張藝薰 日四技幼保一甲 劉皓謙 日四技妝彩一甲 

陳品儒 日四技土木一乙 辜升豪 日四技生彩一甲 溫婷柔 日四技妝彩一甲 

黃育芝 日四技土木一乙 陳志偉 日四技生彩一甲 莊心萍 日四技妝彩一甲 

李佳珉 日四技土木一乙 李佳惠 日四技生彩一乙 黃昭惟 日四技妝彩一甲 

陳亦云 日四技土木一乙 黃郁雯 日四技生彩一乙 余怡瑩 日四技妝彩一甲 

黃添寶 日四技土木一乙 蔡逸軒 日四技生彩一丙 陳映均 日四技妝彩一甲 

石芳慈 日四技土木一乙 張照國 日四技生彩一丙 陳嘉伶 日四技妝彩一甲 

許慈芸 日四技工管一甲 張友謙 日四技企管一甲 余品姍 日四技妝彩一甲 

翁瑞廷 日四技工管一甲 曾立夫 日四技企管一甲 吳雅雯 日四技妝彩一甲 

陳奕旭 日四技工管一甲 田育慈 日四技企管一甲 林仲苓 日四技妝彩一甲 

曹智硯 日四技工管一甲 黃雅琦 日四技企管一甲 李品儀 日四技妝彩一甲 

楊于霆 日四技工管一乙 鄭惠齡 日四技企管一甲 郭志勇 日四技妝彩一甲 

林侑昇 日四技工管一乙 張綺芬 日四技企管一甲 唐莉雅 日四技妝彩一甲 

陳鈺霖 日四技工管一乙 蔡依珊 日四技企管一甲 鄭乃菱 日四技妝彩一甲 

何昱璋 日四技工管一乙 張芊芳 日四技企管一甲 陳佩鈺 日四技妝彩一甲 

徐名擁 日四技工管一乙 林東圍 日四技企管一乙 邵品傑 日四技建築一甲 

陳玠光 日四技工管一乙 月培穎 日四技企管一乙 陳慈蓁 日四技建築一甲 

賀 



黃俐嘉 日四技建築一甲 許毓倫 日四技國企一甲 陳煜焜 日四技電子一乙 

陳柔勻 日四技建築一甲 盧姿穎 日四技國企一乙 陳秉霖 日四技電子一乙 

蔡宜軒 日四技建築一甲 藍雪方 日四技國企一乙 鄭宇哲 日四技電子一丙 

許瑮莛 日四技建築一甲 宋沅璋 日四技國企一乙 吳隆憶 日四技電子一丙 

黃于鈴 日四技建築一甲 鄭培君 日四技國企一乙 陳彥霖 日四技電子一丙 

林奕欣 日四技建築一甲 趙榆庭 日四技國企一乙 林政基 日四技電子一丙 

陳明璋 日四技建築一甲 姚琇玟 日四技國企一乙 劉建廷 日四技電子一丙 

張恩溱 日四技建築一甲 李思瑩 日四技國企一乙 王宏滕 日四技電子一丙 

陳亮誼 日四技建築一甲 簡大智 日四技國企一乙 曾士瑋 日四技電子一丙 

鄭佳林 日四技建築一甲 張玲嫣 日四技國企一丙 林育新 日四技電子一丙 

文軍凱 日四技建築一甲 龐宇翔 日四技國企一丙 潘駿宏 日四技電子一丙 

鄒佩伶 日四技建築一甲 徐詩婷 日四技國企一丙 黃勁棠 日四技電子一丙 

林上隆 日四技建築一甲 宋韋蓁 日四技創意一甲 侯盛耀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羿彣 日四技建築一甲 劉安琪 日四技創意一甲 葉尚穎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郁旻 日四技建築一甲 方禹心 日四技創意一甲 蔡宗晏 日四技電機一甲 

洪宏儒 日四技建築一甲 何亯逸 日四技創意一甲 黃慧君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宏陸 日四技建築一甲 邱婉瑜 日四技創意一甲 晁岳勤 日四技電機一甲 

張傑琳 日四技建築一甲 宋貞蓓 日四技創意一甲 羅俊傑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妤庭 日四技建築一乙 張婉柔 日四技創意一甲 郭彥呈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芊云 日四技建築一乙 蔡孟志 日四技創意一甲 邱年君 日四技電機一甲 

顏彣修 日四技建築一乙 王龍毅 日四技資工一乙 洪忠孝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少雯 日四技建築一乙 陳冠廷 日四技資工一乙 羅德皓 日四技電機一乙 

劉惠珍 日四技建築一乙 何柔臻 日四技資工一乙 趙子豪 日四技電機一乙 

陳采依 日四技時尚一甲 梁珮媚 日四技資工一乙 黃祥倫 日四技電機一乙 

吳彣竟 日四技時尚一甲 蔡承廷 日四技資工一乙 游皓仲 日四技數位一甲 

蔡奉宜 日四技時尚一甲 林帝夆 日四技資管一乙 許雅筑 日四技數位一甲 

葉姿君 日四技時尚一甲 劉佩琪 日四技資管一乙 洪翊豪 日四技數位一甲 

蔡雍盛 日四技財金一乙 王文筠 日四技運休一甲 李欣晏 日四技數位一甲 

蔡佩穎 日四技財金一乙 葉名珠 日四技運休一甲 陳政群 日四技數位一甲 

黃千庭 日四技財金一乙 羅基鵬 日四技運休一甲 周冠程 日四技機械一甲 

黃政欽 日四技財金一乙 高慈霈 日四技運休一乙 何宛臻 日四技機械一甲 

陳楷欣 日四技財金一乙 邱于菁 日四技運休一乙 姚竣勝 日四技機械一丙 

李于舒 日四技財金一乙 王湘棉 日四技運休一乙 王朝裕 日四技機械一丙 

楊依婷 日四技財金一乙 張家維 日四技電子一甲 林聖雯 日四技機械一丙 

江凱銘 日四技國企一甲 林秉逸 日四技電子一甲 李鴻祥 日四技機械一丙 

劉淑玲 日四技國企一甲 吳文聰 日四技電子一甲 洪瑜婷 日四技機械一丙 

陳惠文 日四技國企一甲 王聖翔 日四技電子一乙 魏子翔 日四技機械一丙 

陳宣貝 日四技國企一甲 蘇雋仁 日四技電子一乙 王柏軒 日四技醫工一甲 

楊融 日四技國企一甲 陳怡文 日四技電子一乙 黃怡茹 日四技醫工一甲 

黃煒雯 日四技國企一甲 彭馨慧 日四技電子一乙 鍾佳晉 日四技醫工一甲 

熊敬洲 日四技國企一甲 賴昱君 日四技電子一乙 翁筱茜 日四技醫工一甲 

張家豪 日四技國企一甲 張嘉琳 日四技電子一乙 張家銘 日四技醫工一甲 

黃培菁 日四技國企一甲 王士瑜 日四技電子一乙 程盈晴 日四技觀光一甲 



方慈慧 日四技觀光一甲 盧薏先 日四技企管二甲 林俐 日四技運休二乙 

謝旻珊 日四技觀光一乙 郭襄誼 日四技企管二乙 孟珮嬅 日四技運休二乙 

方嘉意 日四技觀光一乙 吳瑞華 日四技企管二乙 許菁芳 日四技運休二乙 

陳采儀 日四技觀光一乙 李佩珊 日四技企管二乙 李仁頎 日四技電子二甲 

陳韻竹 日四技觀光一乙 魏詩蓉 日四技企管二乙 林欣賢 日四技電子二甲 

康聿民 日四技土木二甲 宋蕙汝 日四技建築二甲 許詠捷 日四技電子二甲 

陳佶暉 日四技土木二乙 宋旻諺 日四技建築二乙 陳名晟 日四技電子二乙 

黃俊瑋 日四技工管二甲 黃莉雅 日四技建築二乙 孫壬凱 日四技電子二乙 

李冠儀 日四技工管二甲 薛采琳 日四技時尚二甲 鍾才丰 日四技電子二乙 

曹祐嘉 日四技工管二甲 黃乙加 日四技時尚二甲 吳宗達 日四技電子二乙 

洪健哲 日四技工管二甲 李宜瑾 日四技時尚二甲 陳堡源 日四技電子二丙 

宋馥亘 日四技工管二乙 黃渝敏 日四技時尚二甲 吳俊亨 日四技電子二丙 

林宜潔 日四技工管二乙 蘇駿毅 日四技財金二甲 謝鎮宇 日四技電子二丙 

陳榮晉 日四技工管二丙 吳柏融 日四技財金二甲 翁子豐 日四技電子二丙 

王威智 日四技工管二丙 許雅婷 日四技財金二甲 黃田友 日四技電子二丙 

劉智文 日四技工管二丙 蔡奕萱 日四技財金二甲 曾彥睿 日四技電子二丙 

王建霖 日四技化材二甲 陳嬿云 日四技財金二甲 李佳偉 日四技電機二甲 

郭修銘 日四技化材二甲 吳紀琳 日四技財金二乙 翁維廷 日四技電機二甲 

蘇重光 日四技化材二甲 許琇茹 日四技財金二乙 梁祐康 日四技電機二甲 

程憶婷 日四技化材二甲 歐惠云 日四技國企二乙 沈宗緯 日四技電機二甲 

林志宏 日四技化材二甲 陳盈慧 日四技國企二乙 林敬堯 日四技電機二甲 

楊政倫 日四技化材二甲 蔡嘉敏 日四技國企二乙 張景盛 日四技電機二甲 

陳良欽 日四技化材二甲 陳韋廷 日四技國企二乙 范榕宸 日四技電機二甲 

韓文浩 日四技化材二甲 龔盈慈 日四技國企二乙 邱界穎 日四技電機二乙 

林翊婷 日四技幼保二甲 陳靖雯 日四技國企二丙 王湘涵 日四技電機二乙 

楊晴雯 日四技幼保二乙 楊蓓宜 日四技國企二丙 王名德 日四技電機二乙 

簡玉涵 日四技幼保二乙 戴君諭 日四技國企二丙 楊孟霖 日四技電機二乙 

郭蕓夢 日四技生彩二甲 鍾佩珊 日四技創意二甲 李文滄 日四技電機二丙 

莊家柔 日四技生彩二甲 彭崇凱 日四技創意二甲 張偉傑 日四技電機二丙 

林嘉惠 日四技生彩二甲 江孟潔 日四技創意二甲 林福慶 日四技電機二丙 

黃昱樺 日四技生彩二乙 陳盈羽 日四技創意二甲 陳冠仲 日四技電機二丙 

江曼雲 日四技生彩二乙 魏崇閔 日四技資工二甲 卓彥君 日四技電機二丙 

黃詩婷 日四技生彩二乙 吳振瑋 日四技資工二甲 彭彥凱 日四技電機二丙 

顏彗倫 日四技生彩二乙 陳俊瑋 日四技資工二甲 洪瑋駿 日四技影像二甲 

謝佳凌 日四技生彩二乙 黃柏邵 日四技資工二甲 陳泂杋 日四技數位二甲 

郭雅菁 日四技生彩二丙 黃是傑 日四技資工二乙 蘇靖閔 日四技數位二甲 

王子潔 日四技企管二甲 廖克庭 日四技資工二乙 王韋捷 日四技數位二甲 

陳思儒 日四技企管二甲 吳哲維 日四技資工二乙 蕭玉嬋 日四技數位二甲 

鄭惠云 日四技企管二甲 陳連杰 日四技資工二乙 曾伯晉 日四技數位二甲 

曾衙蓉 日四技企管二甲 胡躍騰 日四技資管二甲 戴亭儀 日四技數位二甲 

蘇翊瑄 日四技企管二甲 林依慧 日四技資管二甲 戴于舜 日四技機械二甲 

許雅茹 日四技企管二甲 賴良昆 日四技資管二甲 嚴湘茹 日四技機械二甲 

王俊元 日四技企管二甲 鍾妗妤 日四技運休二甲 陳耿斌 日四技機械二甲 



方麒凱 日四技機械二甲 蔣基宏 日四技化材三乙 吳佳芳 日四技資管三甲 

郭志良 日四技機械二甲 鄭伊涵 日四技幼保三甲 張力巧 日四技資管三甲 

王昱斌 日四技機械二甲 吳雅婷 日四技幼保三甲 張傑貿 日四技資管三乙 

黃煜傑 日四技機械二甲 黃筠翔 日四技幼保三甲 郭展志 日四技資管三乙 

李偉齊 日四技機械二甲 黃任廷 日四技幼保三乙 呂宗諺 日四技資管三乙 

莫智瑋 日四技機械二乙 陳瑋琦 日四技生彩三甲 李常鳴 日四技資管三乙 

林承義 日四技機械二乙 廖芳儀 日四技生彩三甲 黃韋智 日四技資管三乙 

黃銘崧 日四技機械二乙 林佳蓉 日四技企管三甲 馮鈺亨 日四技資管三乙 

李冠緯 日四技機械二乙 謝明諭 日四技企管三甲 陳同緯 日四技運休三乙 

王文豪 日四技機械二乙 顏彤津 日四技企管三甲 張佩婷 日四技運休三乙 

劉蘊輝 日四技機械二乙 程冠翔 日四技企管三甲 蔣佩洳 日四技運休三乙 

黃世霖 日四技機械二乙 林詩媛 日四技企管三甲 蔡佳龍 日四技運休三乙 

黃咸諭 日四技機械二乙 廖維翎 日四技企管三甲 辛柏賢 日四技運休三乙 

洪彥文 日四技機械二丙 陳文薇 日四技企管三甲 黃心怡 日四技運休三乙 

鍾智鈞 日四技機械二丙 莊千儀 日四技企管三甲 李君豪 日四技運休三乙 

簡瑞祥 日四技機械二丙 柯柏亨 日四技企管三丙 余斯平 日四技運休三乙 

陳惠怡 日四技觀光二甲 戴良羽 日四技企管三丙 林鑫志 日四技運休三乙 

姜怡伶 日四技觀光二甲 陳乃綺 日四技企管三丙 謝依婷 日四技電子三甲 

孔沛喻 日四技觀光二甲 蔡竣丞 日四技企管三丙 黃立宏 日四技電子三甲 

林育伶 日四技觀光二甲 賴靖雯 日四技企管三丙 莊修平 日四技電子三乙 

簡文真 日四技觀光二甲 黃小純 日四技企管三丙 徐偉豪 日四技電子三乙 

沈嘉雯 日四技醫工二甲 黃盈琇 日四技建築三甲 李柏緯 日四技電子三乙 

陳俊翔 日四技醫工二甲 方文 日四技建築三甲 蔣承佑 日四技電子三丙 

蕭瑋毓 日四技土木三甲 張珮綺 日四技建築三甲 楊柏賢 日四技電子三丙 

劉根華 日四技土木三甲 施侑彤 日四技建築三甲 郭家豪 日四技電子三丙 

賴玉辰 日四技土木三甲 李明鍵 日四技建築三甲 莊英廷 日四技電子三丙 

資玉廷 日四技土木三甲 陳頎健 日四技建築三乙 陳治宇 日四技電機三甲 

郭文媛 日四技工管三甲 陳乃瑜 日四技建築三乙 陳逸峰 日四技電機三乙 

王威涵 日四技工管三甲 蔡庭嘉 日四技時尚三甲 蕭智鏵 日四技影像三甲 

莊岳龍 日四技工管三甲 曾惠淇 日四技時尚三甲 鄭名甫 日四技影像三甲 

曹嘉文 日四技工管三乙 李旻欣 日四技時尚三甲 陳家豪 日四技影像三甲 

葉建甫 日四技工管三乙 洪春綺 日四技時尚三甲 郭士源 日四技影像三甲 

蔡雅婷 日四技工管三乙 郭威慈 日四技財金三甲 黃昱銘 日四技影像三甲 

黃繼進 日四技工管三乙 林郁岑 日四技財金三甲 陳妍彤 日四技數位三甲 

盧柏勳 日四技工管三乙 莊豐閔 日四技財金三乙 施博文 日四技數位三甲 

徐郁傑 日四技化材三甲 洪嘉嶺 日四技財金三乙 施俊安 日四技數位三甲 

陳朝敬 日四技化材三甲 王俊凱 日四技財金三乙 潘宥伯 日四技數位三甲 

杜翊弘 日四技化材三甲 吳曰孜 日四技國企三甲 王教雁 日四技數位三甲 

郭建男 日四技化材三甲 楊惠雯 日四技國企三丙 梁智翔 日四技機械三甲 

許境元 日四技化材三甲 吳侑逸 日四技資工三甲 張克全 日四技機械三甲 

曾靖嬡 日四技化材三乙 吳政哲 日四技資工三乙 田育誌 日四技機械三甲 

蔡亞璇 日四技化材三乙 楊宗翰 日四技資工三乙 謝福順 日四技機械三甲 

陳奕亯 日四技化材三乙 陳勁融 日四技資工三乙 楊明偉 日四技機械三乙 



莊奕楠 日四技觀光三甲   

蔡毓婷 日四技觀光三甲   

李芷涵 日四技觀光三甲   

蘇怡欣 日四技土木三乙   

陳彥任 日四技化材四甲   

廖若妘 日四技化材四甲   

高希帆 日四技幼保四乙   

劉亭汝 日四技幼保四乙   

蔡伯鴻 日四技建築四乙   

趙玗 日四技建築四乙   

蔡承倫 日四技建築四乙   

黃佳華 日四技建築四乙   

鄭淨如 日四技財金四乙   

林詠萱 日四技運休四甲   

黃貿清 日四技運休四甲   

廖健宏 日四技電機四乙   

李名學 日四技數位四甲   

鄭意蓉 日四技機械四乙   

陳正峰 日四技機械四丙   

許賀捷 日四技機械四丙   

邱亯諺 日四技機械四丙   

黃奎鈞 日四技觀光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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