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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103***55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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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2 B103***98 黃○育 鑄造/第三名、工業類科鑄造/第三名 鑄造乙級 畢業

3 B103***77 董○茹 手工藝組/第三名 女裝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畢業

4 B103***83 林○惠 造園景觀/第三名 造園景觀丙級 畢業

5 B103***32 許○心 專題-外語群/佳作 多益925分、英檢高級、TQC英文輸入實用級 畢業

6 B104***80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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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7 B104***34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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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8 B104***30 呂○祐 車床/第三名 車床丙級、機械加工丙級 畢業

9 B104***96 曾○軒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第三名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 畢業

10 B104***89 陳○元 砌磚/第三名（中區）、砌磚/第三名（全國） 建築製圖應用乙級 畢業

11 B103***95 邱○堅 全國農業類科技藝競賽生物產業機電職種 第三名
氣壓乙、丙級、機電整合丙級

畢業

12 B104***42 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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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13 B104***43 黃○純 測量/優勝 測量乙級證照、製圖手繪丙級 畢業

14 B104***37 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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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閱讀寫作比賽特

優、104新一代設計展參展、風景水彩作業展佳作、師生美展水彩類

美工科第二名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印前製程設計丙級技術士、印

前製程設計乙級技術士
畢業

15 B104***79 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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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16 B104***02 吳○樟 第44屆全國技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第三名(103年) 在學中

17 B103***99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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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18 B103***73 蘇○竹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金手獎-第三名
乙級印前製程技術士、丙級印前製程技術士 - 圖文

組版
畢業

19 B104***86 曾○毅
第四十四屆全國技能競賽CAD機械製圖/銅牌、103學年度全國工業類

科學生競賽電腦機械製圖/第一名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

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機械加工丙級
畢業

20 B105***03 張○維 機器人/第三名 機械加工丙級、AutoCAD、(NPMA PMA+)專案技術師 畢業

21 B105***09 林○叡 室內配線/金手獎第三名 工業配線乙級 在學中

22 B105***85 邱○富 車床/金手獎第二名 機械加工乙級、氣壓、機電整合丙級 畢業

23 B105***08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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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25 B105***04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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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AD、(NPMA PMA+)專案技術師
休學中

26 B105***02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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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專長及競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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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105***07 黃○翌 工業儀器丙級、工業儀器乙級 畢業

28 B104***46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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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作) 第一名、

46屆全國技能競賽-油漆裝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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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級建築塗裝、乙級建築塗裝、丙級家具木工、丙

級視覺傳達、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畢業

29 B105***29 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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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30 B105***05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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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31 B105***11 吳○怡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珠寶金銀細工職類參加證明。 印前製程PC乙級、視覺傳達設計丙級 畢業

32 B105***95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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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丙級 畢業

33 B104***33 柯○良
配管與暖氣44屆技能競賽南分區賽銀牌、44屆全國技能競賽榮獲銅牌

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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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級電器修護技術士、

丙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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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中

34 B105***26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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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展覽會高職組化工、衛工及環工科大會獎第三名
丙級化學 畢業

35 B105***91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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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36 B105***08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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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37 B105***86 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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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中

38 A107***21 施○銘 丙級氣壓、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在學中

39 B105***16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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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40 B106***12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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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A PMA+)專案技術師、 (NPMA

PMA)專案助理、 (ABID)SPPA專案特助

在學中

41 B105***81 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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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中

42 B106***04 蕭○鈞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銅牌、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賽銀牌、第107

學年度工科技藝競賽優勝

丙級工業配線技術士、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乙級

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丙級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

AutoCAD. 2016國際認證、專案管理使助理 PMA證

照、專案管理師程式  SPPA證照、(NPMA PMA+)專案

技術師、 (NPMA PMA)專案助理、 (ABID)SPPA專案

特助

在學中

43 B106***27 周○勳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06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第三名、全國

科學展覽北二區佳作

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工技術

士
在學中

44 B106***58 邱○鍚 乙級化學技術士、丙級化學技術士 在學中

45 B106***26 吳○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決賽(專題組)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術士、丙級印前製程技術士 在學中

46 B106***07 余○霆 電腦修護-金手獎第二名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網頁設計 在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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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106***17 邱○晴 2015年德國紐倫堡發明展銀牌、全國工類科技藝競賽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在學中

49 B106***62 施○鴻 乙級沖壓模具、丙級沖壓模具、丙級精密機械 在學中

50 B106***23 許○萱

語文相關

　　2012年開南大學全國高中生日語朗讀比賽 全國冠軍

　　2019 國立交通大學日語朗讀比賽 佳作

　　2019 AGC第六屆日語簡報比賽 第三名

設計相關

　　2019 康堤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 佳作

    2020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全國校園創意短片比賽 全國冠軍

辦公室應用相關

　　2015 第六屆 世界盃簡報達人爭霸賽 全國冠軍

　　2016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 北區冠軍

日文檢定N1、MOUS、MOUS MI、MOS PPT、MOS EXCEL 在學中

51 B106***54 郭○妤 PhotoImpact、PhotoShop 在學中

52 B106***45 廖○琦 乙級化學、丙級化學 休學中

53 B106***03 趙○婕 機械加工丙級 在學中

54 B106***53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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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中

55 B106***50 蔡○澍 10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縣市預賽第三名 丙級工業電子 在學中

56 B106***54 魯○樺 丙級女裝、全民英檢中級 在學中

57 B106***61 蕭○潔 丙級會計事務、丙級國貿業務 在學中

58 B107***33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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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屆全國技能競賽的油漆裝潢(漆作)-中區

佳作

丙級建築製圖、丙級測量、丙級混凝土 在學中

59 B107***56 黃○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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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級熱處理
休學中

60 B107***01 董○真 106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第一名 商業簡報 在學中

61 B106***09 王○弘
Adobe Premiere、Adobe After Effects、

Procerate
在學中

62 B106***05 沈○琪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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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電腦軟體應用、MOS

Word2013專家級、MOS Excel2013專家級、MOS

PowerPoint2013專家級

在學中

63 B106***63 陳○丞

10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模具職種第一

名、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44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模具職類

第四名、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模具職類第五名

丙級模具、乙級模具-沖壓模具、乙級模具-塑膠射

出模具、丙級機械加工
在學中

64 B106***35 楊○澤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級電腦硬體裝修 在學中

65 B106***25 吳○銧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電腦硬體裝修 休學中

66 B105***03 陳○蓉
Adobe Experience Design、墨刀、經濟部初級行動

APP企劃師
在學中

67 B107***02 廖○蕓 第十三屆技職之光發明達人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電腦

硬體裝修、丙級電腦軟體設計、丙級工業電子
在學中

68 B107***87 陳○宇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商業廣告職種金

手獎第一名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photoshop、illustrator、aftere ffect
在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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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B107***74 葉○瑜 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汽車噴漆職類第一名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

車輛塗裝、乙級車輛塗裝、丙級汽車修護
在學中

70 B107***14 陳○如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商業廣告職種金

手獎第六名、全國高職學生專題競賽數位影音組佳作

Photoshop 、Illustrator 、 Indesign、

Premiere、3Dmax遊戲建模、Substance Painter、

Zbrush

在學中

71 B107***19 李○仁 丙級工業配線 在學中

72 B107***56 林○斌
丙級國貿術士檢定、丙級會計術士檢定、丙級電腦

術士檢定、全民英檢GEPT中級
在學中

73 B107***57 陳○達 丙級銑床-銑床項 在學中

74 B106***01 楊○欣 視覺傳達丙級證照 電腦輔助設計丙級證照 在學中

75 B106***28 徐○凱 工業配線丙級 在學中

76 B107***11 許○仁
測量工程測量乙級、測量工程測量丙級、建築製圖

應用-手繪圖丙級、混凝土丙級
在學中

77 B107***14 龔○慈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丙級 在學中

78 B107***05 潘○薰 文書處理丙級、全民英檢初級、網頁設計丙級 在學中

79 B107***02 劉○彤 106學年度全國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網頁設計/第二名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電

腦軟體應用乙級、TQC─OA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Word2010進階級、TQC─OA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PowerPoint2010進階級、TQC─OA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Excel2010進階級、TQC─OA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2008進階級、TQC─OA辦公室軟

體應用類─中文輸入進階級73words/min、TQC─OA

辦公室軟體應用類─英文輸入進階級32words/min

在學中

80 B107***01 吳○玹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第六名/工科技藝競賽第三名 工業配線丙級、工業配線乙級 在學中

81 B107***47 林○臻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商教英檢 2.3.4級、全民英檢

中級.初級
在學中

82 B107***34 林○叡 工業電子丙級 在學中

83 B107***03 張○ 多益金色證書、全民英檢中級、山葉鋼琴七級 在學中

84 B107***20 蔡○晏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

級
在學中

85 B108***22 陳○鈺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ＰＣ乙級 在學中

86 B108***67 黃○祥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資訊與網路技術-第一名、第

48屆全國技能競賽資訊與網路技術-第三名

數位電子乙級、工業電子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

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在學中

87 B108***50 高○妍 計算機概論丙級 在學中

88 B108***40 許○暄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pc丙級、乙級

網頁設計丙級
在學中

89 B108***01 林○辰
第四十八屆全國技能競賽工業控制(工業配線)/銅牌、106學年度全國

工業類科學生競賽工業配線/第八名
工業配線丙級、工業配線乙級 在學中

B107***06 陳○豪 花蓮稅務盃圍棋公開賽 四段組 第五名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五段 休學中

B107***37 黃○瑢

全民英檢中級、多益測驗755分、CERPS規劃師證

照、GS1條碼管理師證照、商業管理能力丙級、會計

人工記帳丙級、會計資訊丙級、門市服務丙級

在學中

B107***34 何○穎
106年全國技藝競賽化驗優勝

107全國專題競賽 專題組 化工群佳作

化學丙級、化學乙級、化工丙級

烘培食品-麵包 丙級
在學中



編

號
學號 姓名 競賽項目/名次 證照/專長 就學狀況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專長及競賽經歷

B105***16 胡○淨
日本AUBE 不凋花證照、日本UDS 不凋花製作證照、

日本UDS浮游花證照、中華民國乾燥花證照
在學中

B108***68 黃○翔 107學年度全國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鉗工-金手獎第一名 機械加工-乙級、機械加工丙級、車床工-丙級 在學中

B108***05 何○洳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 1051031 梯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甲等、全國高

級中等學校第 1071115 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甲等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電腦應用丙級、門市服務丙

級、網頁設計丙級、會計事務-資訊丙級
在學中

B107***29 劉○妤 在學中

B107***01 林○展 106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技藝競賽文書處理組金手獎第三名

TQC-OA-Word、TQC-OA-PowerPoint、丙級門市服務

技術士、乙級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丙級電腦軟體

應用技術士、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中華民國商業

職業教育學會/商業管理能力檢定/第二級

在學中

B108***21 李○恩

107學年度創意產品設計競賽-優勝/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系研

習營 創意飈軌道競賽-佳作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

級
在學中

B107***40 陳○彥 2020中科智慧創新創業競賽佳作 化學丙級證照 在學中

B107***24 蔡○娟 全國高中職專題比賽-佳作 多益700/托福530/英檢中級 在學中

B108***55 董○琪 在學中

B109***02 杜○成
108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學生技藝競賽電腦修護/第

三名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數位電子

乙級、數位電子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電腦軟

體應用丙級、工業電子丙級、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網頁設計丙級

在學中

B109***26 高○憶 第108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 /特優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 在學中

B109***14 黃○寧 電腦軟體丙級 在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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