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級 

 劉家恩 日四技應外三甲 

呂駿宏 日四技應外一乙 

一級分數達到通過二級標準 

許智善 日四技休運二甲 李海綺 日四技建築一乙 林相君 日四技機械一乙 

邱俊儒 日四技企管一甲 葉昆霖 日四技資工一乙   

 

第一級 

楊政彥 日四技土木一乙 鄭暐安 日四技土木三乙 李怡慧 日四技工管一丙 

鄭力禎 日四技土木一乙 鍾文布 日四技土木三乙 李家禎 日四技工管一丙 

魏群芳 日四技土木一乙 劉庭穎 日四技土木三乙 謝昌佑 日四技工管一丙 

曾詠智 日四技土木一乙 洪言凱 日四技土木三甲 李其益 日四技工管一丙 

宋庭瑄 日四技土木一乙 吳哲丞 日四技土木三甲 蔡瀚緯 日四技工管一丙 

張立璇 日四技土木一乙 李雨庭 日四技土木三甲 鍾明廷 日四技工管一丙 

林佩筠 日四技土木一乙 曾雅琳 日四技土木三甲 朱政樺 日四技工管一甲 

陳宜津 日四技土木一乙 曾琬淇 日四技工管一乙 杜畹琳 日四技工管一甲 

洪展衛 日四技土木一甲 顧芳榮 日四技工管一乙 蔡緯翰 日四技工管一甲 

尹少甫 日四技土木一甲 林瑞怡 日四技工管一乙 林思維 日四技工管一甲 

邵俞修 日四技土木一甲 戴暉遠 日四技工管一乙 李昀蓉 日四技工管一甲 

陳誼平 日四技土木一甲 鄞暄 日四技工管一丙 徐紹友 日四技工管一甲 

廖子裕 日四技土木一甲 吳宜芩 日四技工管一丙 張建明 日四技工管一甲 

曾玉婷 日四技土木一甲 郭家瑋 日四技工管一丙 李明威 日四技工管一甲 

蔡雨軒 日四技土木一甲 張仲凱 日四技工管一丙 邱顯睿 日四技工管一甲 

劉俊麟 日四技土木一甲 楊馥榕 日四技工管一丙 蔡松原 日四技工管一甲 

陳怡潔 日四技土木一甲 陳擇先 日四技工管一丙 黃彥超 日四技工管一甲 

吳心雅 日四技土木一甲 周士庭 日四技工管一丙 劉宣佑 日四技工管一甲 

吳雅茹 日四技土木一甲 郭思吟 日四技工管一丙 黃柏維 日四技工管一甲 

黃弈傑 日四技土木一甲 林濬緯 日四技工管一丙 高郁程 日四技工管一甲 

林彥丞 日四技土木一甲 李岳齊 日四技工管一丙 洪獻聰 日四技工管一甲 

黃珮瑜 日四技土木三乙 曾紀瑋 日四技工管一丙 陳冠呈 日四技工管一甲 

陳忻 日四技土木三乙 蔡佳蓉 日四技工管一丙 許文軒 日四技工管一甲 

賀 



張峻維 日四技工管一甲 吳豪容 日四技休運一甲 尤姿晴 日四技企管二甲 

鄭凱宇 日四技工管一甲 張哲軒 日四技休運一甲 陳紀瑋 日四技企管三乙 

孫逸翔 日四技工管一甲 林侑宗 日四技休運一甲 蔡仕守 日四技企管三乙 

施宗翰 日四技工管一甲 吳筠柔 日四技休運一甲 李昭毅 日四技企管三乙 

黃志德 日四技工管一甲 蘇婷筠 日四技休運一甲 林子傑 日四技企管三乙 

呂其桓 日四技工管二丙 吳思瑩 日四技休運一甲 許雅嫙 日四技企管三乙 

陳政炫 日四技工管二甲 簡愷璘 日四技休運一甲 王凱民 日四技企管三乙 

林岱樺 日四技工管二甲 王姵文 日四技休運一甲 郭書成 日四技企管三乙 

莊揚進 日四技工管三乙 蘇怡蓁 日四技休運一甲 柯宇亭 日四技企管三乙 

廖品翔 日四技工管三丙 黃玉菁 日四技休運一甲 張雅庭 日四技企管三乙 

莊曜隆 日四技工管三丙 李采慈 日四技休運二乙 姚秉均 日四技企管三丙 

賴正杰 日四技工管三丙 邱玟鈞 日四技休運二乙 劉介慈 日四技企管三丙 

邱天盛 日四技工管三丙 劉秀珍 日四技休運二甲 陳重文 日四技企管三甲 

林元祺 日四技工管三丙 傅胤慈 日四技休運二甲 胡家瑋 日四技企管四丙 

洪國森 日四技化材四甲 張佳霓 日四技休運二甲 洪佳駿 日四技企管四丙 

黃宇瑄 日四技幼保一乙 張方齊 日四技休運三甲 洪玗琪 日四技企管四丙 

洪敏娟 日四技幼保一乙 李建勳 日四技休運三甲 陳品秀 日四技妝彩一乙 

劉佳茹 日四技幼保一乙 洪靖宜 日四技休運三甲 蕭宇棠 日四技妝彩一乙 

溫雅婷 日四技幼保一乙 吳秋螢 日四技休運四乙 蔡欣諭 日四技妝彩一甲 

陳玲真 日四技幼保一乙 林冠廷 日四技休運四乙 盧冠廷 日四技妝彩一甲 

孔晴慧 日四技幼保一乙 陳致韋 日四技休運四乙 劉憶璇 日四技妝彩一甲 

王姿淳 日四技幼保一甲 劉建辰 日四技休運四甲 陳姝婷 日四技妝彩二乙 

魏薇珊 日四技幼保一甲 李柔楓 日四技休運四甲 鄭雯馨 日四技妝彩二丙 

林宏晉 日四技幼保三乙 劉昱伶 日四技企管一乙 張士祥 日四技妝彩三乙 

曾意如 日四技幼保三甲 林庭伊 日四技企管一乙 黨惠柔 日四技妝彩三丙 

高芷筠 日四技幼保三甲 林佳穎 日四技企管一乙 吳並樺 日四技妝彩三丙 

林采昀 日四技幼保三甲 吳姿穎 日四技企管一乙 鄭依婷 日四技妝彩三甲 

葉晉嘉 日四技幼保三甲 郭仲哲 日四技企管一乙 林詩穎 日四技妝彩三甲 

鮑佳玄 日四技幼保三甲 李崇瑋 日四技企管一乙 施孟佳 日四技妝彩三甲 

歐婉婷 日四技幼保三甲 洪珮瑄 日四技企管一乙 張婷奕 日四技金融一乙 

賴禹瑄 日四技休運一乙 黃琬筑 日四技企管一丙 薛育帆 日四技金融一乙 

劉又慈 日四技休運一乙 郭靜瑄 日四技企管一丙 陳亭安 日四技金融一乙 

郭翰 日四技休運一乙 陳宣伶 日四技企管一丙 陳淯鎂 日四技金融一乙 

鄭宇良 日四技休運一乙 林佳陵 日四技企管一丙 蔡文豪 日四技金融一乙 

郭名惟 日四技休運一乙 王思璇 日四技企管一甲 陳志芸 日四技金融一乙 

張祐維 日四技休運一甲 鍾雅如 日四技企管一甲 莊淨惠 日四技金融一乙 

白瑋鴻 日四技休運一甲 蔡佳玲 日四技企管一甲 陳建誠 日四技金融一乙 

孫瑞廷 日四技休運一甲 陳立凡 日四技企管一甲 朱紋諍 日四技金融一甲 

林育民 日四技休運一甲 陳儀萱 日四技企管一甲 黃佑平 日四技金融一甲 

謝雯卉 日四技休運一甲 張熒云 日四技企管一甲 林祐生 日四技金融一甲 

蔡懷恩 日四技休運一甲 涂鏵方 日四技企管二乙 陳彥宏 日四技金融一甲 

林芷馨 日四技休運一甲 王嘉君 日四技企管二乙 林淑恩 日四技金融一甲 

江宇妃 日四技休運一甲 林宗憲 日四技企管二丙 李羿慧 日四技金融一甲 



張文綺 日四技金融二乙 郭柏愷 日四技建築四甲 張議方 日四技國企一丙 

鄭伶 日四技金融二甲 劉慶霖 日四技建築四甲 張譯心 日四技國企一甲 

黃千綺 日四技金融二甲 邱俊豪 日四技建築四甲 林怡君 日四技國企一甲 

吳亭儀 日四技金融三乙 劉威佑 日四技時尚一乙 蔡珮筠 日四技國企一甲 

葉姿伶 日四技建築一乙 許涵茹 日四技時尚一乙 郭孟欣 日四技國企一甲 

林泓儒 日四技建築一乙 邱映華 日四技時尚一乙 丘文傑 日四技國企一甲 

陳雅湍 日四技建築一乙 陳奕憲 日四技時尚一乙 蘇珊慧 日四技國企一甲 

黃培婷 日四技建築一乙 陳怡安 日四技時尚一乙 林典誼 日四技國企一甲 

洪鈺雯 日四技建築一乙 顏佳瑩 日四技時尚一乙 劉芸綪 日四技國企一甲 

李哲豪 日四技建築一乙 陳容萱 日四技時尚一乙 楊舒安 日四技國企二丙 

朱庭葦 日四技建築一乙 鄭雅文 日四技時尚一乙 金楚君 日四技國企二丙 

鄭宇棋 日四技建築一乙 賴思縈 日四技時尚一乙 謝雨彤 日四技國企二丙 

謝佩璇 日四技建築一甲 林玟妏 日四技時尚一乙 陳暄晴 日四技國企二丙 

王靖萱 日四技建築一甲 邱于真 日四技時尚一乙 吳姿秀 日四技國企二丙 

黃曉萱 日四技建築一甲 黃意雯 日四技時尚一甲 曾資閔 日四技國企二甲 

馮晟哲 日四技建築一甲 何奕定 日四技時尚一甲 陳瑋 日四技國企三乙 

潘怡蓁 日四技建築一甲 李彥葶 日四技時尚一甲 吳添權 日四技國企三乙 

謝涵云 日四技建築一甲 潘幸鈺 日四技時尚一甲 陳建廷 日四技國企三乙 

徐若鈞 日四技建築一甲 宋曉其 日四技時尚一甲 葉威廷 日四技國企三乙 

鄭宗智 日四技建築一甲 陳彥傑 日四技時尚一甲 吳翠霞 日四技國企三乙 

陳怡璇 日四技建築一甲 趙士鋒 日四技時尚一甲 李建澄 日四技國企三乙 

吳哲平 日四技建築一甲 羅翊紋 日四技時尚一甲 陳盈秀 日四技國企三乙 

黃意雯 日四技建築一甲 江奕昕 日四技時尚一甲 黃虹靜 日四技創意一甲 

羅宇評 日四技建築一甲 許文馨 日四技時尚一甲 廖家菱 日四技創意一甲 

蔡孟勳 日四技建築一甲 邱芝芳 日四技時尚一甲 柯律廷 日四技創意一甲 

許文善 日四技建築一甲 劉以晴 日四技時尚一甲 邱于恬 日四技創意一甲 

邱琬淳 日四技建築一甲 陳沁柔 日四技時尚一甲 陳昱珊 日四技創意一甲 

吳俊傑 日四技建築一甲 林竹萱 日四技時尚一甲 周育瑄 日四技創意一甲 

林耿賦 日四技建築二甲 留晴妤 日四技時尚二甲 許詠喬 日四技創意一甲 

洪國晉 日四技建築二甲 董正旗 日四技時尚四甲 潘菲芃 日四技創意一甲 

黃崇信 日四技建築三乙 陳妙湘 日四技國企一乙 黃柏鈞 日四技創意三甲 

陳正良 日四技建築三乙 趙羽禪 日四技國企一乙 黃家煜 日四技創意三甲 

邱于真 日四技建築三乙 黃琬評 日四技國企一乙 蔡迪右 日四技資工一乙 

王凱盈 日四技建築三乙 劉承曄 日四技國企一乙 鄭仲廷 日四技資工一乙 

彭家昕 日四技建築三甲 焦昱榕 日四技國企一乙 邱晏芃 日四技資工一乙 

王世翔 日四技建築三甲 鄧靖諠 日四技國企一丙 李奕諴 日四技資工一乙 

劉威辰 日四技建築三甲 周雅婷 日四技國企一丙 葉真妤 日四技資工一乙 

葉子品 日四技建築三甲 鄒依廷 日四技國企一丙 吳東億 日四技資工一乙 

施馨雅 日四技建築四乙 簡君潔 日四技國企一丙 伍晨瑋 日四技資工一乙 

謝復丞 日四技建築四乙 陳玟妤 日四技國企一丙 王智緯 日四技資工一乙 

邱郁方 日四技建築四乙 黃海綺 日四技國企一丙 林學享 日四技資工一乙 

陳鏡如 日四技建築四乙 王冠霖 日四技國企一丙 李明倫 日四技資工一乙 

蔡宗燐 日四技建築四甲 王麗婷 日四技國企一丙 汪毓蒼 日四技資工一乙 



陳盈吟 日四技資工一乙 黃鴻霖 日四技電子一乙 李沂軒 日四技電機一甲 

郭庭禎 日四技資工一乙 黃俊溢 日四技電子一丙 李佳駿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晉加 日四技資工一乙 李浩銘 日四技電子一丙 林大猷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子霖 日四技資工一甲 邱彥彰 日四技電子一丙 黃重凱 日四技電機一甲 

盧子祺 日四技資工一甲 黃嘉堡 日四技電子一丙 張庭碩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柏翔 日四技資工一甲 張家堯 日四技電子一丙 鐘佑福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宛臻 日四技資工一甲 蔡馥名 日四技電子一丙 陳旻聖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麒弘 日四技資工三乙 蘇永益 日四技電子一丙 謝承杰 日四技電機一甲 

朱炳勳 日四技資工三乙 陳銘 日四技電子一丙 張博翔 日四技電機一甲 

郭信宏 日四技資工三乙 謝員正 日四技電子一丙 汪志恒 日四技電機一甲 

盧柏仰 日四技資工三乙 呂健民 日四技電子一丙 林定閎 日四技電機一甲 

林明憲 日四技資工三甲 丁于婷 日四技電子一丙 丁嘉新 日四技電機一甲 

翁碩成 日四技資工三甲 藍靖凱 日四技電子一丙 黃彥碩 日四技電機一甲 

王伯綸 日四技資工三甲 王信仁 日四技電子一甲 高昀璘 日四技電機一甲 

潘立屏 日四技資工三甲 陳家鈺 日四技電子一甲 洪志青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冠龍 日四技資工三甲 黃柏學 日四技電子一甲 林家銘 日四技電機一甲 

洪嘉偉 日四技資工三甲 葉青沛 日四技電子一甲 張宇勝 日四技電機一甲 

吳碩庭 日四技資工三甲 官秉儒 日四技電子一甲 林承澤 日四技電機一甲 

陳彥儒 日四技資工三甲 許家偉 日四技電子一甲 高偉倫 日四技電機二乙 

魏子勛 日四技資工三甲 林子恩 日四技電子二丙 侯登偉 日四技電機二乙 

胡睿驊 日四技資管一乙 曹瓊之 日四技電子三乙 翁燿堂 日四技電機二乙 

周曉昀 日四技資管一乙 潘俊諺 日四技電子三乙 吳明庭 日四技電機二丙 

鍾淳閔 日四技資管一乙 梁銘瑜 日四技電子三丙 洪偉恩 日四技電機三丙 

李品嬋 日四技資管一乙 紀筑瑋 日四技電子三丙 楊智凱 日四技電機三丙 

莊禮安 日四技資管一乙 黃建銘 日四技電子三丙 陳勁廷 日四技電機三丙 

何益朋 日四技資管一乙 王凱正 日四技電子三甲 林睿宏 日四技電機三甲 

簡儀君 日四技資管一乙 楊旅皓 日四技電子三甲 陳旻暉 日四技電機三甲 

黃翊傑 日四技資管一甲 鐘尚超 日四技電子四丙 洪榮江 日四技影像三甲 

林湘鈴 日四技資管一甲 鍾富山 日四技電機一乙 楊忠憲 日四技數位一乙 

吳盈錡 日四技資管一甲 陳俊毅 日四技電機一乙 呂振綱 日四技數位一乙 

蕭勝元 日四技資管一甲 謝思源 日四技電機一乙 黃明華 日四技數位一乙 

蔡尚諭 日四技資管一甲 郭沅剛 日四技電機一乙 伍紓憫 日四技數位一乙 

陳弘曄 日四技資管一甲 吳政儒 日四技電機一乙 葛千夢 日四技數位一乙 

廖志朋 日四技資管一甲 葛謦宇 日四技電機一乙 古航欣 日四技數位一乙 

郭彥汝 日四技資管一甲 楊旻達 日四技電機一乙 鄭名琇 日四技數位一乙 

楊世弘 日四技資管二甲 毛韋凱 日四技電機一乙 郭榕芳 日四技數位一乙 

周聖 日四技資管二甲 陳重光 日四技電機一乙 洪韶薇 日四技數位一乙 

賴柏宇 日四技資管四乙 馬宗德 日四技電機一乙 唐妙華 日四技數位一乙 

陳俞澔 日四技電子一乙 辛孟翰 日四技電機一丙 陳泱蓁 日四技數位一乙 

葉家瑋 日四技電子一乙 吳宗憲 日四技電機一丙 謝時豪 日四技數位一乙 

吳仲淳 日四技電子一乙 張家誠 日四技電機一丙 劉庭安 日四技數位一乙 

黃俊傑 日四技電子一乙 莊晉豐 日四技電機一丙 蕭德芳 日四技數位一甲 

許誌中 日四技電子一乙 郭建平 日四技電機一丙 周松毅 日四技數位一甲 



曹有義 日四技數位一甲 劉惠榮 日四技機械一甲 蔡萬庠 日四技應外一乙 

李晨宇 日四技數位一甲 吳委承 日四技機械一甲 王郁青 日四技應外一乙 

王義承 日四技數位一甲 李承哲 日四技機械一甲 柯懿芸 日四技應外一乙 

郭柏昇 日四技數位一甲 江柏穎 日四技機械一甲 陳琬琳 日四技應外一乙 

譚亦甯 日四技數位一甲 李俊諺 日四技機械二丙 楊琇涵 日四技應外一乙 

郭建宏 日四技數位一甲 鍾岳廷 日四技機械三乙 蔡中琪 日四技應外一乙 

林祐民 日四技數位一甲 詹語晟 日四技機械三乙 吳倍慈 日四技應外一乙 

林育德 日四技數位一甲 邱煜智 日四技機械三乙 顏義憲 日四技應外一乙 

黃耀霆 日四技數位一甲 羅日東 日四技機械三乙 吳亭潔 日四技應外一甲 

林品豪 日四技數位一甲 張進毅 日四技機械三丙 謝惠靜 日四技應外一甲 

劉育誠 日四技數位一甲 戴子翔 日四技機械三丙 吳宣儀 日四技應外一甲 

劉庭瑋 日四技數位一甲 陳柏翔 日四技機械三甲 王若安 日四技應外一甲 

陳筱薇 日四技數位三甲 葉獻棠 日四技機械四甲 許均羽 日四技應外一甲 

林霈盈 日四技數位三甲 孫思筠 日四技餐飲一甲 吳季穎 日四技應外一甲 

鄭雯予 日四技數位三甲 李姿嫻 日四技餐飲一甲 吳芷瑋 日四技應外一甲 

盧蕙慈 日四技數位三甲 吳鑒祐 日四技餐飲一甲 李忠信 日四技應外一甲 

蕭智瑜 日四技機械一乙 許涵晴 日四技餐飲一甲 許中茂 日四技應外一甲 

趙柏暐 日四技機械一乙 楊理傑 日四技餐飲一甲 翁巧綾 日四技應外一甲 

林宣甫 日四技機械一乙 林筱祺 日四技餐飲一甲 陳奕雲 日四技應外一甲 

崔明宏 日四技機械一乙 謝佳勳 日四技餐飲一甲 蘇奕錡 日四技應外一甲 

鄭宇廷 日四技機械一乙 蘇霓曲 日四技餐飲一甲 趙雅芳 日四技應外一甲 

張書熏 日四技機械一乙 蔡佳君 日四技餐飲一甲 陳楚湘 日四技應外一甲 

吳夫漢 日四技機械一乙 吳庭宜 日四技餐飲一甲 曾顗仁 日四技應外一甲 

胡嘉威 日四技機械一乙 洪嘉駿 日四技餐飲一甲 高瑋濃 日四技應外一甲 

楊金諦 日四技機械一乙 洪紹智 日四技餐飲一甲 王宥允 日四技應外一甲 

郭仁智 日四技機械一乙 蔡逸卿 日四技餐飲一甲 黃昱豪 日四技應外一甲 

蔡尚佑 日四技機械一乙 廖子慧 日四技餐飲一甲 李舒婷 日四技應外一甲 

陳奕暉 日四技機械一乙 許菁蘭 日四技餐飲一甲 劉峻瑋 日四技應外一甲 

李金月 日四技機械一乙 翁郁珊 日四技應外一乙 黃國隆 日四技應外一甲 

黃廷維 日四技機械一乙 盧柏騰 日四技應外一乙 許永辰 日四技應外一甲 

林冠廷 日四技機械一丙 賴婉瑜 日四技應外一乙 王廷宇 日四技醫工一甲 

葉麗蓉 日四技機械一丙 陳冠蓉 日四技應外一乙 蘇泓瑋 日四技醫工一甲 

胡晉瑋 日四技機械一丙 林秀如 日四技應外一乙 林劭威 日四技醫工一甲 

郭旻陞 日四技機械一丙 王珮倫 日四技應外一乙 李政昕 日四技醫工一甲 

陳冠名 日四技機械一丙 吳念珊 日四技應外一乙 施汶翔 日四技醫工一甲 

陳品妙 日四技機械一丙 陳依依 日四技應外一乙 伍怡篤 日四技醫工一甲 

蔡宇恆 日四技機械一丙 柯貴芬 日四技應外一乙 王薰卿 日四技醫工一甲 

林昱瑄 日四技機械一丙 曾瑜涵 日四技應外一乙 蕭鈺秦 日四技醫工一甲 

丁浩涵 日四技機械一丙 鄧依君 日四技應外一乙 盧玫均 日四技醫工一甲 

許光睿 日四技機械一甲 林盈君 日四技應外一乙 蔡汯栩 日四技醫工一甲 

楊綸 日四技機械一甲 蔡宜蓁 日四技應外一乙 陳柏元 日四技醫工一甲 

邱彥豪 日四技機械一甲 張文 日四技應外一乙 連映達 日四技醫工二甲 

楊景堯 日四技機械一甲 鄒惠真 日四技應外一乙 魏士峰 日四技醫工二甲 



辛昱賢 日四技醫工二甲     

許雅涵 日四技醫工三甲     

李維 日四技醫工三甲     

謝允宸 日四技醫工三甲     

林暐翔 日四技醫工三甲     

林季鈺 日四技醫工三甲     

薛祐竹 日四技醫工三甲     

徐紹軒 日四技醫工三甲     

張佑維 日四技醫工三甲     

唐子欣 日四技觀光一乙     

蔡義成 日四技觀光一乙     

施文婷 日四技觀光一乙     

劉啟宏 日四技觀光一乙     

李汶芯 日四技觀光一乙     

蘇意晴 日四技觀光一乙     

吳佳穎 日四技觀光一乙     

王凱晴 日四技觀光一乙     

盧紹宇 日四技觀光一乙     

林庭萱 日四技觀光一乙     

盧彥廷 日四技觀光一乙     

張玥翎 日四技觀光一乙     

陳如蓉 日四技觀光一乙     

沈妤僑 日四技觀光一乙     

邵怡綺 日四技觀光一乙     

張育菁 日四技觀光一乙     

鄭雅文 日四技觀光一甲     

洪敬惠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俞伶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思如 日四技觀光一甲     

蔡鎮如 日四技觀光一甲     

麥婉婷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韻如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韻竹 日四技觀光一甲     

謝承勳 日四技觀光一甲     

徐金如 日四技觀光一甲     

張雪雲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雅婷 日四技觀光一甲     

陳品言 日四技觀光一甲     

莊忻宜 日四技觀光二乙     

李昱萱 日四技觀光二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