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沈泉叡

鑄造/第四名、機械群專題/優勝

鑄造乙、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

黃聖育

鑄造/第三名
、工業類科鑄造/第三名

鑄造乙級

董靜茹

手工藝組/第三名

女裝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林聖惠

造園景觀/第三名

造園景觀丙級

許力心

專題-外語群/佳作

多益925分、英檢高級、TQC英文輸入實用級

張承源

建築/第二名、砌磚/第五名

測量-工程測量乙級、泥水-砌磚乙級、建築製
圖應用-手繪圖丙級、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
丙級

張晉威

室內配線/第三名

工業配線乙、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丙級

呂育祐

車床/第三名

車床丙級、機械加工丙級

曾梓軒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第三名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

陳經元

砌磚/第三名（中區）、砌磚/第三名（
建築製圖應用乙級
全國）

邱煜堅

全國農業類科技藝競賽生物產業機電職 氣壓乙、丙級、機電整合丙級
種 第三名

謝宗良

應用設計/金手獎第三名

印前製成乙級、印前製成丙級、 視覺傳達設計
丙級、家具木工丙級

黃佳純

測量/優勝

測量乙級證照、製圖手繪丙級

吳芫樟

第44屆全國技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第三
名(103年)

林傳雨

10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
競賽商業廣告職種第二名、101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高中職美術班
組特優

姓名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洪暘筠

4A廣告設計-佳作、時報金犢獎優選
獎、澎湖褒歌競賽佳作、海峽兩岸文創
競請賽-福建安溪文創競賽優秀獎、中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印前製程設計丙級技術
學生閱讀寫作比賽特優、104新一代設 士、印前製程設計乙級技術士
計展參展、風景水彩作業展佳作、師生
美展水彩類美工科第二名

蘇雅竹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金手獎-第三名

彭靖琦

103學年度全國技藝競賽─家政群教具
製作組─團體獎第一名 、103學年度全
國技藝競賽─家政群教具製作組─個人
獎第三名。

曾百毅

第四十四屆全國技能競賽CAD機械製圖/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
銅牌、103學年度全國工業類科學生競 計製圖丙級、
賽電腦機械製圖/第一名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機械加工丙級

張書維

機器人/第三名

機械加工丙級

林京叡

室內配線/金手獎第三名

工業配線乙級

邱靖富

車床/金手獎第二名

機械加工乙級、氣壓、機電整合丙級

劉忠瑋

機電整合(南區分區)/第一名、機電整
合/第三名

工業配線乙級、工業配線丙級、機電整合丙級

余子漢

集體創作/第三名

集體創作/第三名

蔡旻育

機械製圖/金手獎第三名

電腦補助機械製圖丙級、電腦補助機械立體製
圖丙級

鄭家科

第45借全國技能競賽集體創作職類第三
工業電子丙級、視聽電子丙級、數位電子乙級
名

乙級印前製程技術士、丙級印前製程技術士 圖文組版

沈孟儒

硬體裝修乙級、軟體應用乙級、網頁設計丙
級、網站架設丙級

黃洋翌

工業儀器丙級、工業儀器乙級

姓名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蘇志強

44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油漆裝潢
(漆作) 第五名、44屆全國技能競賽-油
漆裝潢(漆作) 第四名、45屆全國技能
競賽南區分區賽油漆裝潢(漆作) 第三
名、45屆全國技能競賽-油漆裝潢(漆
丙級建築塗裝、乙級建築塗裝、丙級家具木
作) 第一名、46屆全國技能競賽-油漆 工、丙級視覺傳達
裝潢(漆作) 第一階段 第一名(國手選
拔)、46屆全國技能競賽-油漆裝潢(漆
作) 第二階段 第一名(正取國手)、44
屆國際技能競賽-油漆裝潢(漆作) 優勝
建築塗裝丙級、建築塗裝乙級、視覺傳達設計
丙級、印前製程PC乙級

蔡瑞琳

吳雨芳

10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學
生技藝競賽商業簡報職種 第三名。

吳旻怡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珠寶金銀細工職類
印前製程PC乙級、視覺傳達設計丙級
參加證明。

林禹安

10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家事類學
生技藝競賽室內設計組 第三名、全國
美展佳作

柯佳良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術
士、丙級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乙級室內
配線技術士、丙級電器修護技術士、乙級電器
配管與暖氣44屆技能競賽南分區賽銀
修護技術士、乙級工業用管配管技術士、丙級
牌、44屆全國技能競賽榮獲銅牌的佳績
工業用管配管技術士、丙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
士、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技術訓練合格證
書

吳玉凱

全國高職學生104年專題暨創意製作競
賽決賽第一名、第5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丙級化學
會高職組化工、衛工及環工科大會獎第
三名

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丙級

翁博軒

全國高職學生104年專題既創意製作競賽決賽化工群專題組第一名、第55屆國立暨縣(市)公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分區科學展覽會-高職組 特
優

湯嘉琪

乙級測量技術士證、丙級建築電腦繪圖技術士
證、丙級測量技術士證

姓名

郭旻諭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104全國商業技藝競賽 網頁設計 第三
名

Cisco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
MCAS Word 2007
MCAS Excel 2007
MCAS PowerPoint 2007
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
丙級氣壓、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電腦軟體
應用

施筌銘
張愷元

105級全國技藝競賽電腦繪圖 第十名

印前製程乙級、廣告設計丙級

陳東毅

板金-金手獎第二名

乙級板金技術士、丙級板金技術士、丙級一般
手工電銲技術士
丙級機電整合技術士、乙級機電整合技術士、
丙級氣壓技術士、乙級氣壓技術士、乙級油壓
技術士

蘇昱銘

蕭育鈞

丙級工業配線技術士、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銅牌、第46屆全國
乙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丙級冷凍空調裝修
技能競賽南區賽銀牌、第107學年度工
技術士、AutoCAD. 2016國際認證、專案管理使
科技藝競賽優勝
助理 PMA證照、專案管理師程式 SPPA證照

周嘉勳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06年專題
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工
及創意製作競賽第三名、全國科學展覽
技術士
北二區佳作

邱泯鍚

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學技術士

吳徽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術士、丙級印前製程技術
製作競賽決賽(專題組)
士

余昱霆

電腦修護-金手獎第二名

吳昱祥

10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
學生技藝競賽第一名、第46屆全國技能
丙級機械加工、乙級機械加工、丙級模具、乙
競賽工業機械修護職類佳作、第46屆全
級模具-沖壓模具
國技能競賽暨第44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
選拔賽工業機械維護職類佳作

邱毓晴

2015年德國紐倫堡發明展銀牌、全國工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
類科技藝競賽
圖、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網頁設計

姓名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施宇鴻

乙級沖壓模具、丙級沖壓模具、丙級精密機械

許立萱

日文檢定N1、MOUS、MOUS MI、MOS PPT、MOS
EXCEL

郭庭妤

PhotoImpact、PhotoShop

廖方琦

乙級化學、丙級化學

趙宇婕

機械加工丙級

劉忠智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會計事務、商管能力
檢定二級、會計能力檢定二級

蔡嘉澍

10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縣市
丙級工業電子
預賽第三名

魯京樺

丙級女裝、全民英檢中級

蕭羽潔

丙級會計事務、丙級國貿業務

張敏泓

47、48屆全國技能競賽的油漆選手、
2018全國高中職專題製作競賽 土木建
築群 專題組亞軍

丙級車床、丙級機械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
製圖、丙級機械加工、丙級熱處理

黃和謙

董陽真

丙級建築製圖、丙級測量、丙級混凝土

106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第
一名

商業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