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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電三智 王佐恩 萬能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電三智 何孟哲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三智 吳承晏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吳承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電三智 吳曜名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李丞哲 東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李沛勳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李昀潼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周奕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三智 林正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電三智 林沛頡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材料應用科技組 

電三智 林承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三智 林俊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三智 金品菘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徐良慶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電三智 高子昇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三智 張君豪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張博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電三智 許力元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許辰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三智 許博文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陳力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電三智 陳冠豪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電三智 游鈞翔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電三智 黃威傑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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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三智 黃弈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楊子賢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葉建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電三智 劉希晏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三智 歐立宇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三智 鄧翔元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科  

電三智 鄭光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謝承諭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電三智 謝秉翰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電三智 簡廷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三智 簡柏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三智 闕壯亨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張育端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電三仁 王千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王子嘉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甘尚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朱奕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電三仁 江俊毅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電三仁 巫建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三仁 李承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李昀宸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李鈺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周彥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周鈺淇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電三仁 林聲龍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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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三仁 侯詠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施又誠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電三仁 洪子皓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高瑱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張丞緯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許凱崴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電三仁 陳思豪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曾祥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電三仁 黃仕勳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電三仁 黃彥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三仁 解鎮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三仁 鄒牧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電三仁 廖冠翰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劉弘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蔡典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蔡皓元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電三仁 賴泊諺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電三仁 鍾永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電三仁 簡保珍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三仁 羅冠宇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蘇祐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智 尤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智 王柏凱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子三智 王湧其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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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智 石哲豪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子三智 余宇晨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子三智 李建億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子三智 周昀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子三智 周紹恩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林育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智 林聖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子三智 林翰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涂瑋志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智 翁名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子三智 張立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子三智 張珈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子三智 梁羽勝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子三智 許虔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子三智 陳泊羽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陳哲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子三智 陳聖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智 陶韋廷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湯安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黃謙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子三智 楊凱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子三智 楊鎧丞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子三智 熊邵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子三智 蔡宗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子三智 賴柏岳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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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智 戴佑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智 謝叢憶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子三智 闕肇廷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子三智 蘇子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吳沛翔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子三仁 黃佳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子三仁 龔品安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子三仁 王睿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王麒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子三仁 江立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仁 李彥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仁 李晧銘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子三仁 李稚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子三仁 杜東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子三仁 周牧樵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子三仁 林旻毅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子三仁 林昭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林敬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子三仁 柯軍安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子三仁 高郡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子三仁 張書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陳子聿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子三仁 陳泓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仁 陳亮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子三仁 陳建安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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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仁 陳彥宇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子三仁 陳韋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仁 陳博禹 陸軍專科學校 電腦與通訊工程科 

子三仁 陳嘉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傅昱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子三仁 焦翊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仁 黃家俊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仁 楊振宇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醫療產業管理組 

子三仁 潘則維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子三仁 潘鵬鈞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子三仁 鄭智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子三仁 戴永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鍾予昕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子三仁 羅仕欣 陸軍專科學校 電子工程科  

子三仁 嚴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三智 江逸民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何浩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余竫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資三智 吳明沛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資三智 吳秉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資三智 林承旭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林威志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資三智 林聖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邱子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智 洪祐鵬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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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智 翁翊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張晉維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三智 許書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資三智 許皓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陳俊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陳星全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陳柏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資三智 陳碩宇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資三智 陳鴻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智 陶俊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彭詔謙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資三智 黃士瑋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資三智 楊永祥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三智 楊承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楊皓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葉慎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廖劭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蔡壬彧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蔡展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資三智 鄧宇辰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蕭博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魏哲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智 羅元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呂子玄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醫護資訊應用系 

資三仁 李佳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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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仁 洪浩瑄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仁 張盈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三仁 蕭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仁 余尚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資三仁 吳仲凱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仁 吳宥慶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三仁 李孟壕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三仁 周佑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三仁 易旂弘 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理系 

資三仁 林柏沅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施宇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資三仁 范謙提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三仁 高德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三仁 商梓駒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資三仁 張育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資三仁 張瑞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資三仁 許辰歡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網路管理與雲端應用組 

資三仁 陳文勳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仁 陳威廷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資三仁 陳曜明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資三仁 曾侑成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黃駿昊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資三仁 葉宬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廖冠豪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廖睿宸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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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仁 蔡名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仁 鄭中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鄭宗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仁 林家旭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資三勇 丁堉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資三勇 毛友為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吳承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勇 李孟穎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周百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 

資三勇 林承慶 國立臺北大學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資三勇 林品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林國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三勇 邱進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學優專班) 

資三勇 孫嘉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資三勇 徐志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袁玉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高敬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勇 張佑宇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資三勇 張劭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張昊洵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資三勇 張瑞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勇 張嘉軒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資三勇 郭語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陳佳瑋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勇 陳羿宏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二專進修學校)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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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勇 陳耑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陳致宇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資三勇 陳棨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陳聖霖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陳儀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資三勇 黃建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劉宴綜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資三勇 潘廷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蔡耀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黎恩宏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資三勇 謝昇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勇 謝博文 中華科技大學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 

資三勇 鍾沅翰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顧昱國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資三勇 周志陽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機三智 王鈞睿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智 王嘉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江來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機三智 李泓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機三智 周子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機三智 周庭毅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機三智 林子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三智 林烜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智 林澤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三智 姚泓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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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三智 馬玉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馬焌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高浩哲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梁耀仁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機三智 章浩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機三智 許宸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智 陳力丞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智 陳力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三智 陳志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組(產學訓專班) 

機三智 陳昱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機三智 陳禹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三智 陳紀遠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三智 馮宇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智 楊博宇 龍華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電動車能源組 

機三智 楊智堯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三智 葉易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三智 劉昊鷹 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劉振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機三智 劉陶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機三智 劉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智 蕭上明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檢驗組 

機三智 鍾昀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組(產學訓專班) 

機三智 簡煒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三智 闕壯安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鐘昱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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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三仁 王茹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簡孝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王凱永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朱翔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何政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余宗和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機三仁 余青陽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呂子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李泊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機三仁 李韋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林運陞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材料應用科技組 

機三仁 林懋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機三仁 邵境程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機三仁 紀安格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徐揚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三仁 耿宇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三仁 張佑銘 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機三仁 張澔澐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莊濬紳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機三仁 郭北辰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仁 陳昱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陳祈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三仁 陳韋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三仁 陳善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三仁 游竣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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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正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三仁 黃智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模具設計與製造組(產學訓專班) 

機三仁 廖俊凱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三仁 趙偉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三仁 劉得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蕭博允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龍震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三仁 謝易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機三仁 謝秉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仁 韓博鎧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顏士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蘇漢儇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汽三智 王正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汽三智 王希哲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汽三智 史秉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汽三智 吳晉德 陸軍軍官學校 機械工程學系 

汽三智 吳智文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汽三智 李承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李致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李瑞祐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周柏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林奕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林誠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汽三智 林靖恩 環球科技大學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汽三智 林鼎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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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三智 林睿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侯永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汽三智 姚桔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柳名謙 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動力機械組 

汽三智 高宇辰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三智 高楷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汽三智 張宏政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張貽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汽三智 許靖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汽三智 陳立宭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汽三智 陳建成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陳彥宇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汽三智 陳祈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陳霈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陳禮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陳麒安 龍華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電動車能源組 

汽三智 馮訢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汽三智 楊朋翰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蔡侑承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蔡明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智 鄭師堯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 

汽三智 謝宇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顏立弘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汽三智 潘維濬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許晏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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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三仁 趙晴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王邦丞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王鈺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朱震達 長榮大學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文化與觀光組 

汽三仁 吳明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 

汽三仁 呂侑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修護系 

汽三仁 呂柏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李柏賢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汽三仁 李晉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林仕杰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三仁 林承緯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林韋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汽三仁 侯品輝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汽三仁 姜道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洪佑愷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汽三仁 紀傑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胡恆哲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三仁 郭泰震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汽三仁 張嘉允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汽三仁 梁宇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郭冠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汽三仁 陳亮宇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 

汽三仁 陳奕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汽三仁 陳薪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曾柏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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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三仁 游承瀚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汽三仁 黃彥晴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汽三仁 楊佑政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潘瀚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蕭立德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龍軺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仁 謝岩峻 健行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汽三仁 林冠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化三智 卓巧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林岑君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林詩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倪凰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張維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盧珮妮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化三智 蘇禹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吳岱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吳泊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呂紹維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李育維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李承珉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林君杰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三智 林宣翰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林哲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林楷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化三智 倪鈞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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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智 陳秉謙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化三智 陳奕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化三智 曾國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曾翊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化三智 葉丞峻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 

化三智 詹育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趙晨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滕士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蔡汶諺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化三智 蔡禮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鄧詠安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化三智 鄭沛宸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智 繆淮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智 謝博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沈佳淳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仁 葉伃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劉昱婕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化三仁 戴翊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王愉安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化三仁 王睿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化三仁 朱家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化三仁 宋昀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宋雲鵬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三仁 李和謙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化三仁 李昱廷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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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仁 卓霖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仁 姜凱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胡誌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張皓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化三仁 張瑋申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化三仁 郭嘉祐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食品科技組 

化三仁 陳威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陳維全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仁 游睿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黃威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黃書彥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仁 黃傳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黃暐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化三仁 葉如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葉容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蔡友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蕭勝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駱文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簡聖展 明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化三仁 羅友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園三智 林宣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園三智 邱羿綺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園三智 洪心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園三智 莊淯婷 國立嘉義大學 農場管理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園三智 許家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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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三智 許瑋娠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園三智 許語彤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詹子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園三智 劉妍彤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潘則瑄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園三智 蔡昀芸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賴宥親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智 魏聖桓 國立宜蘭大學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園三智 蘇榆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智 朱興華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園三智 李承修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智 李明昌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智 李家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周恩勗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園三智 周楷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園三智 林俊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園三智 林柏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高穎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張珩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園三智 連家慶 真理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園三智 曾林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智 楊東叡 國立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進修學士班 

園三智 葉承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智 詹博宇 黎明技術學院 影視傳播系 

園三智 潘宇哲 國立嘉義大學 農場管理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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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三智 蔡佑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蔡秉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嚴子謙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園三仁 方思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園三仁 王凱亭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仁 李艾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仁 林佑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程 

園三仁 林沛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邱奕綺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園三仁 區詠清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仁 康真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園三仁 楊家瑄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仁 葉于禎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仁 葉時彤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園三仁 詹雅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園三仁 劉祉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園三仁 鄧筑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園三仁 魏妮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仁 吳修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仁 李昭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園三仁 周右晟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園三仁 周律維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仁 林保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仁 高振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園三仁 張毓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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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三仁 郭子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陳柏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陳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園三仁 葉鴻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園三仁 鄭泓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鄭群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盧柏辰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園三仁 謝明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嚴浩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 

園三仁 張巾龔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系 

園三仁 許鎮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園三仁 李佳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加三智 王欣蕾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王若璇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何彥伶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吳佩珊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李宛員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加三智 汪宛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加三智 林采潔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洪莉琳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胡家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加三智 高于晴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張琬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加三智 張嘉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莊佳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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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加三智 陳姿瑾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陳琬諭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加三智 陳語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傅逸瑄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游子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黃珮瑄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劉采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劉奕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朱邦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吳沛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林柏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加三智 洪裕珉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加三智 康楷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加三智 郭宇恒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陳俊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陳冠宇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加三智 陳柏匡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智 陳柏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陳穎頡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游皓崴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黃奕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盧奕安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蕭鈞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 

加三智 蕭睿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加三智 𨶒廷囿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3/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加三仁 王宥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王筠筑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加三仁 何映萱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加三仁 吳仲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加三仁 李玟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林微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胡娟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加三仁 高凱琳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加三仁 張育瑄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張詠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張維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加三仁 莊書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陳妍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陳彥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曾郁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黃育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黃宜婷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加三仁 黃鈺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加三仁 塗御伶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加三仁 楊榮欣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董詩婷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加三仁 林郁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林廣達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加三仁 韋子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徐偉峰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4/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加三仁 張珈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加三仁 許育紳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 

加三仁 陳星任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加三仁 陳洋霆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陳逸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黃星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黃海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葉柏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趙厚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劉彥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盧睿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薛承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簡紹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蘇立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綜高 301 吳宜庭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綜高 301 朱祐民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巫奕緯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綜高 301 沈柏宇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1 周定成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林琮竣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 301 張震偉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 301 陳廷致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綜高 301 陳品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綜高 301 陳奕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綜高 301 陳德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5/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1 黃柏惟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綜高 301 廖柏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1 蔡紹農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蔡博岳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鄭凱中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綜高 301 蕭宇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綜高 301 蘇錫薪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 301 黃詠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 301 何家瑋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綜高 301 呂昱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綜高 301 徐以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綜高 301 張培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綜高 301 梁耕綸 中華科技大學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 

綜高 301 陳怡睿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 301 陳紀睿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稅務規劃組 

綜高 301 傅勝為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綜高 301 黃兆俊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綜高 301 葉奕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綜高 301 劉泓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綜高 301 蔡承燁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綜高 301 簡堉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綜高 302 王嘉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綜高 302 洪珮慈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綜高 302 張雅涵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綜高 302 陳衍樺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6/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全校師生仝賀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2 童馨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綜高 302 鄭伊君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綜高 302 周融蔚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綜高 302 林柏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綜高 302 林益賢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綜高 302 陳柏超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綜高 302 馮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綜高 302 葉坤禺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綜高 302 潘正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綜高 302 鄭新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綜高 302 嚴建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綜高 302 蘇晉寬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綜高 302 吳書卉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2 李珮雯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綜高 302 沈佳蓉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綜高 302 林俐廷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科技應用組 

綜高 302 張馨予 中華科技大學 建築系 

綜高 302 陳怡嘉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綜高 302 方淯崧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綜高 302 江柏漢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綜高 302 李承恩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數位經營組 

綜高 302 林宗德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綜高 302 林威臻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2 林倉裕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 

綜高 302 施沅廷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7/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2 施昱帆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綜高 302 許竣傑 輔仁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綜高 302 郭宇勝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綜高 302 陳沅承 淡江大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2 陳奕安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綜高 302 游承勳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綜高 303 吳昱霈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3 李德平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綜高 303 林廷瑾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綜高 303 林郁珊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綜高 303 邱筠庭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廣告公關組 

綜高 303 祝譽嫙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綜高 303 張佳儀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品牌行銷組 

綜高 303 郭瑜倩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綜高 303 陳怡裴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綜高 303 陳家琦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綜高 303 劉芝瑜 康寧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綜高 303 蔡佩宜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綜高 303 盧詠淇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綜高 303 王聿晨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綜高 303 江昱寬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綜高 303 李政翰 玄奘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綜高 303 林辰安 中原大學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3 邱士誠 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綜高 303 洪麒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108/08/27 彙整  28/2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3 范家豪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綜高 303 陳維仁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綜高 303 翟彬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綜高 303 趙庭宏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綜高 303 鄭宇辰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綜高 303 葉建均 佛光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3 張昊晟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綜高 303 王聖丰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綜高 304 王心妤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綜高 304 吳敏謙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綜高 304 沈永芸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綜高 304 林辰昀 東吳大學 商學進修學士班 

綜高 304 林耀慈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綜高 304 胡丹齡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 

綜高 304 連珮貽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綜高 304 陳怡汝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綜高 304 陳姿瑜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綜高 304 黃若妤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綜高 304 葉芯蘭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綜高 304 歐力維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綜高 304 蔡昕蓉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綜高 304 謝宜樺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4 王之信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綜高 304 王柏程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人文組 

綜高 304 朱致擎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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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4 巫光倫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綜高 304 林立人 國立臺北大學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4 林詔韋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綜高 304 邱敬捷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綜高 304 胡啟安 華梵大學 攝影與 VR 設計學系 

綜高 304 徐涒耀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綜高 304 許勝杰 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 304 黃品閎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綜高 304 劉宇宸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綜高 304 戴詡杭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綜高 304 張筠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設計組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