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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碩研工管二甲          劉翰融             碩研日語二甲          施舒涵             四技資管四乙          黃宇承             四技財金四丙          林于雅             
碩研企管二甲          陳昱誌             碩研教評二甲          林佳瑩             四技資管四丙          李明仁             四技會資四甲          朱珮瑾             
碩研休閒二甲          吳冠儀             二技企管四甲          林智萱             四技行流四甲          黃筱文             四技會資四乙          陳慧蓉             
碩研行流二甲          張上文             二技資管四甲          陳凱揚             四技行流四乙          許健宏             二技英語四甲          李佳凌             
碩研資管二甲          周韋儒             二技休閒四甲          吳堉慈             四技休閒四甲          陳穎萱             二技幼保四甲          張家瑄             
碩研人資二甲          李洲鞍             四技工管四甲          葉馨文             四技休閒四乙          李巧文             四技英語四甲          劉溶姍             
碩研餐旅二甲          林志叡             四技工管四乙          張雲絜             四技餐旅四甲          張桂倫             四技英語四乙          林正宗             
碩研國企二甲          林玟伶             四技電商四甲          蔡依汝             四技餐旅四乙          張翠珊             四技日語四甲          任翊寧             
碩研財金二甲          蕭亭妤             四技電商四乙          林進忠             四技國企四甲          蕭任璇             四技日語四乙          傅晨諭             
碩研會資二甲          蔡文斌             四技企管四甲          劉淑貞             四技國企四乙          陳怡安             四技幼保四甲          邱乃晏             
碩商管國際二甲         張俐文             四技企管四乙          黃思恩             四技財金四甲          林筱菁               
碩研英語二甲          郭于甄             四技資管四甲          何孟達             四技財金四乙          姚亦眞               
碩研機械二甲 翁琬晴 海研電子二甲 孔元田 四技產設四乙 許郁心 四技化材四乙 許清進 
碩研奈米二甲 蘇育儒 海研電機二甲 鍾明軒 四技電資四甲 張松平 四技生技四甲 黃柔華 
碩研能源二甲 陳佳宏 碩研資傳二甲 林子雅 四技控晶四甲 黃有德 四技生技四乙 許溶津 
碩研電機二甲 朱振源 碩研多樂二甲 陳思孝 四技控晶四乙 郭家銓 四技資傳四甲 王煜欣 
碩研生醫二甲 王  襄 四技自控四甲 陳竑璋 四技光電四甲 陳芷嫺 四技資傳四乙 曾顗瑄 
碩研電子二甲 陳俊宇 四技自控四乙 江昀晟 四技資工四甲 張政修 四技商設四甲 呂家慧 
碩研通訊二甲 郭恆瑜 四技奈米四甲 施靜芬 四技網通四甲 李其燁 四技動畫四甲 林嘉姿 
碩研化材二甲 林瑩貞 四技奈米四乙 周家源 四技晶片四甲 紀文力 四技多樂四甲 陳薇宣 
碩研資工二甲 吳東翰 四技車輛四甲 黃信成 四技系統四甲 蘇鴻湘 四技多樂四乙 謝政延 
碩研生技二甲 劉奕伶 四技車輛四乙 李振豪 四技系統四乙 蔡孟憲   
碩研數應二甲 林羿安 四技企電四甲 林凱莉 四技微電四甲 朱朋育   
碩研光電二甲 陳政宇 四技產設四甲 翁鈺婷 四技化材四甲 林宜萱   
碩專工管二甲 陳柏村 碩專應英二甲 楊馨琦 夜四技日語四甲 張家齊 夜四技資傳四甲 胡馨云 
碩專企管二甲 楊琮喆 碩專生技二甲 林政男 夜四技企管四甲 陳文偉 夜四技資管四甲 戴淑媛 
碩專企管二乙 徐華吟 夜二技企管四甲 黃素美 夜四技休閒四乙 曾宜楨 夜四技電子四甲 王永霖 
碩專人資二甲 胡瓊文 夜二技行流四甲 洪銀穗 夜四技休閒四甲 陳維真 夜四技電機四甲 王清泰 
碩專資管二甲 邱聖文 夜二技英語四乙 林志文 夜四技車輛四甲 趙峰慶 夜四技餐旅四乙 鄭雅芬 
碩專休閒二甲 林易蓉 夜二技英語四甲 涂榮村 夜四技英語四甲 葉昇展 夜四技餐旅四甲 楊婕妤 
碩專行流二甲 李秀雅 夜二技財金四甲 蘇珍頤 夜四技財金四甲 李姿靜 專四技企管四甲 黃意茹 
高企碩士班二甲 謝豐成 夜二技電機四甲 郭旻芳 夜四技國企四甲 郭哲宇 專四技視傳四甲 蔡淳茹 
碩專財法二甲 陳山正 夜二技餐旅四甲 曾佳惠 夜四技產設四甲 吳玟誼 專四技餐旅四甲 楊千毅 
碩專教評二甲 買益賢 夜四技工管四甲 石承霖 夜四技視傳四甲 陳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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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博研經管三甲 安志誠 碩研英語二甲 郭于甄 四技企管四甲 蔡姈真 四技行流四乙 陳盈瑩 
碩研工管二甲 莊家耀 碩研日語二甲 周庭儀 四技企管四乙 卓佳穎 四技餐旅四甲 張琬喻 
碩研國企二甲 林玟伶 碩研教評二甲 王楀瑄 四技財金四甲 姜人慈 四技餐旅四乙 洪淑婷 
碩研企管二甲 陳昱誌 二技企管四甲 劉子潔 四技財金四乙 陳雅琪 二技英語四甲 林佳虹 
碩研人資二甲 黃郁丹 二技資管四甲 賴嘉宏 四技財金四丙 施佩君 二技幼保四甲 張家瑄 
碩研財金二甲 陳譽丰 二技休閒四甲 陳詩枚 四技資管四甲 何孟達 四技英語四甲 邱慧君 
碩研資管二甲 李庭光 四技企電四甲 何熙婷 四技資管四乙 王怡文 四技英語四乙 郭玟旖 
碩研會資二甲 蔡文斌 四技工管四甲 陳雅萍 四技資管四丙 詹以蓁 四技日語四甲 陳曉芳 
碩研休閒二甲 吳冠儀 四技工管四乙 邱品涵 四技會資四甲 洪韻雅 四技日語四乙 陳姿妤 
碩研行流二甲 羅清苓 四技電商四甲 蔡依汝 四技會資四乙 吳秀雯 四技幼保四甲 鄭德美 
碩研餐旅二甲 郭育琪 四技電商四乙 王昱普 四技休閒四甲 崔涵雅 四技幼保四乙 陳昱蓉 
碩商管國際二甲 陳氏金芳 四技國企四甲 童巧玉 四技休閒四乙 賴巧惠   
碩研財法二甲 楊士偉 四技國企四乙 洪甄璘 四技行流四甲 許瀞云   
博研電機三甲 安啟聖 碩研化材二甲 陳禹安 四機械雙軌四甲 陳鵬宇 四技資工四乙 鄭育評 
博研電子三甲 簡世宇 碩研資工二甲 凃俊升 四技醫電四甲 黃碩彬 四技生技四甲 黃潔儀 
碩研機械二甲 陳維翰 碩研生技二甲 廖淑雅 四技電資四甲 賴威羽 四技生技四乙 陳宇柔 
碩研奈米二甲 徐鉅威 碩研光電二甲 吳俊毅 四技控晶四甲 吳柏緯 四技光電四甲 周君諺 
碩研能源二甲 林振鋒 碩研資傳二甲 王閔儀 四技控晶四乙 林芝以 四技光電四乙 林靖唯 
碩研機電二甲 石勝文 碩研數應二甲 李儒鴻 四技網通四甲 王坤侑 四技產設四甲 翁鈺婷 
碩研電機二甲 沈政峰 碩研多樂二甲 陳俊瑋 四技晶片四甲 何雪禎 四技產設四乙 林家慈 
海研電機二甲 黃品翰 四技自控四甲 張立寰 四技系統四甲 洪銘志 四技資傳四甲 賴永哲 
碩電機國際二甲 柯正盛 四技自控四乙 李彥益 四技系統四乙 施榮亮 四技資傳四乙 曾顗瑄 
碩研生醫二甲 王襄 四技奈米四甲 蔡淳樸 四技微電四甲 林宏修 四技商設四甲 彭雅慈 
碩研電子二甲 廖凱霖 四技奈米四乙 石家維 四技化材四甲 戴筱銜 四技動畫四甲 張倖慈 
碩研通訊二甲 柯欣諺 四技車輛四甲 黃信成 四技化材四乙 彭孟君 四技多樂四甲 呂倩儀 
海研電子二甲 劉欣彥 四技車輛四乙 蔡朝翔 四技資工四甲 簡明旋 四技多樂四乙 謝政延 
碩專教評二甲 沙寶鳳 夜二技電機四甲 廖信安 夜四技工管四甲 黃于俽 夜四技視傳四甲 丘奕達 
碩專工管二甲 朱培昇 夜二技企管四甲 董元王 夜四技國企四甲 楊宜靜 夜四技多樂四甲 郭秉修 
碩專企管二甲 周靜芳  夜二技財金四甲 張郁薇 夜四技企管四甲 羅翊庭 夜四技光電四甲 蘇育文 
碩專企管二乙 謝美鑾 夜二技英語四甲 郭玫君 夜四技財金四甲 李姿靜 夜四技餐旅四甲 楊婕妤 
碩專人資二甲 伍佳惠 夜二技英語四乙 王翠萍 夜四技資管四甲 戴淑媛 夜四技餐旅四乙 鄭毓珊 
碩專資管二甲 柯美珠 夜二技行流四甲 洪銀穗 夜四技休閒四甲 郭朝雯 專四技企管四甲 黃意茹 
碩專休閒二甲 林綠萍 夜二技餐旅四甲 曾佳惠 夜四技休閒四乙 曾宜楨 專四技休閒四甲 黃彥蒼 
碩專應英二甲 楊馨琦 夜四技自控四甲 劉育廷 夜四技英語四甲 吳昀靜 專四技視傳四甲 陳雲歡 
碩專行流二甲 黃祥鳳 夜四技車輛四甲 李宗穆 夜四技行流四甲 湯秀圓 專四技餐旅四甲 楊千毅 
碩專生技二甲 黃國清 夜四技產設四甲 林若瑾 夜四技日語四甲 洪姿茵   
高企碩士班二甲 蕭如玎 夜四技電機四甲 劉延展 夜四技資傳四甲 李岱軒   
碩專財法二甲 陳山正 夜四技電子四甲 王永霖 夜四技資工四甲 吳詠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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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碩士班二甲 謝豐成 四技休閒四甲 黃富暘 四技資管四乙 郭俐君 四技英語四甲 藍郅翔 
二技休閒四甲 楊岳宸 四技行流四乙 薛如涵 四技資管四乙 張嘉芸 四技日語四甲 何家駿 
四技企電四甲 呂亭萱 四技行流四甲 林佳儀 四技資管四丙 莊  佩 四技日語四乙 傅晨諭 
四技企管四乙 黃思恩 四技行流四甲 簡均舫 四技資管四甲 劉士遠 四技日語四乙 楊淑惠 
四技企管四乙 黃琳筑 四技國企四甲 謝銘珊 四技電商四甲 李俊毅 四技會資四甲 陳沛裕 
四技休閒四甲 楊忠盛 夜四技休閒四甲 黃純婷 夜四技休閒四甲 黃佳瑩   
碩研奈米二甲 蘇育儒 四技奈米四甲 洪聖凱 四技自控四甲 薛仰亨 四技化材四甲 黃祿祐 
碩研機械二甲 李奇修 四技奈米四乙 陳威廷 四技自控四甲 卜瑋康 四技化材四乙 何亞廷 
碩研資工二甲 邱啟端 四技自控四甲 陳柏維 四技自控四乙 李冠貿 四技化材四乙 李仲燁 
四技網通四甲 蔡迪源 四技自控四甲 余佩蓁 四技光電四甲 劉明旻 四技資傳四乙 林柏丞 
四技網通四甲 謝智宇 四技自控四甲 陳俊翔 四技光電四乙 林靖唯 四技資傳四乙 劉怡孜 
四技奈米四甲 于煜明       

群 育 獎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碩研會資二甲 范宜芳 四技行流四甲 林佳儀 四技國企四甲 游雅雯 四技電商四甲 林彥妏 
四技企電四甲 李翊嘉 四技行流四甲 蔡玉富 四技國企四甲 張家榕 四技餐旅四甲 陳頤綾 
四技企電四甲 劉思佳 四技財金四乙 洪綺瑩 四技會資四乙 呂歆慧 四技餐旅四甲 林怡秀 
四技企電四甲 吳瑋琦 四技財金四乙 翁靖華 四技會資四甲 鄒佩珊 四技英語四甲 林宜靖 
四技企電四甲 許群蕙 四技財金四乙 吳囿萱 四技會資四甲 簡嘉筠 四技英語四乙 邱雅筠 
四技企電四甲 劉麗君 四技財金四丙 林于雅 四技資管四乙 陳維安 四技英語四甲 劉溶姍 
四技企管四乙 簡凰羽 四技財金四丙 李韋瑩 四技資管四乙 郭俐君 四技英語四甲 邢芷寧 
四技企管四乙 簡欣瑜 四技財金四甲 趙怡寧 四技資管四丙 莊佩洳 四技英語四乙 黃暐棋 
四技企管四乙 翁秀蕙 四技財金四甲 郭致綺 四技資管四丙 林怡亭 四技日語四甲 任翊寧 
四技休閒四甲 陳慶歡 四技國企四乙 陳怡安 四技電商四乙 洪明貞 四技日語四乙 楊侑潔 
四技休閒四甲 陳穎萱 四技商設四甲 彭雅慈     
四技化材四甲 謝緯諾 四技電資四甲 張松平 四技奈米四乙 李懋靖 四技微電四甲 林立穎 
四技光電四乙 吳芊嬑 四技光電四甲 蔡雅婷 四技奈米四乙 許峻誠 四技資工四甲 宋彥儒 
四技光電四乙 林靖唯 四技自控四甲 柯煒秉 四技奈米四甲 洪瑋祥 四技網通四甲 郭家瑋 
四技光電四乙 許博勛 四技自控四甲 陳柏維 四技控晶四乙 陳建志 四技資傳四乙 楊  融 
四技光電四甲 劉哲均 四技系統四乙 沈毓豪 四技控晶四乙 何彥霆 四技資傳四甲 洪耀輝 
四技光電四甲 黃柏皓 四技奈米四乙 蕭宇傑 四技微電四甲 林晏任 四技資傳四乙 盧禹雯 
夜二技企管四甲 李宛蓉 夜二技電機四甲 陳騏仰 夜四技自控四甲 楊智幃 夜四技資傳四甲 張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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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級學生畢業典禮獲獎名單公告～ 
證 照 達 人 獎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四技企管四乙 李佳容 四技企管四甲 蔡雅惠 四技幼保四乙 張瓊云 四技商設四甲 莊琇婷 
四技控晶四乙 李尚叡       

勞 作 教 育 模 範 獎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四技行流四乙 許健宏 四技幼保四乙 黃美怡 四技電資四甲 張松平 四技晶片四甲 陳政瑋 
碩研化材二甲 連昶富       

熱 心 服 務 獎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四技會資四甲 鄒佩珊 四技會資四乙 呂歆慧 四技企管四乙 簡欣瑜   
四技自控四甲 劉文凱 四技自控四甲 張詠翔 四技自控四乙 賴柏志 四技資傳四乙 劉奕辰 
夜四技資傳四甲 李昆憲 夜四技自控四甲 吳晨宇 夜四技資傳四甲 胡馨云   

親 善 大 使 服 務 證 書 頒 授 名 單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四技休閒四甲 潘霽廷 四技財金四乙 王宏元 四技英語四乙 李德馨 四技日語四乙 王柔璿 
四技日語四乙 楊侑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