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市長獎（10 人） 

商經三忠 林柔 資處三忠 陳萱 機械三忠 賴彥 製圖三忠 楊樺 電機三忠 謝棋 

資訊三忠 林誠 土木三忠 莊漢 水電三忠 徐洲 汽修三忠 岩穎 綜合三忠 李瑄 

二、議長獎（10 人） 

商經三忠 蔡君 資處三忠 詹如 機械三忠 李昇 製圖三忠 林秀 電機三忠 鄭予 

資訊三忠 羅康 土木三忠 邱棋 水電三忠 翁翔 汽修三忠 林舜 綜合三忠 胡憲 

三、區長獎（10 人） 

商經三忠 高晏 資處三忠 李妤 機械三忠 陳禕 製圖三忠 李璇 電機三忠 施嘉 

資訊三忠 姜懌 土木三忠 蘇誠 水電三忠 蔡廷 汽修三忠 姜杰 綜合三忠 李頵 

四、校長獎（10 人） 

商經三忠 羅偉 資處三忠 李妤 機械三忠 柯凱 製圖三忠 林秀 電機三忠 鄭予 

資訊三忠 張杰 土木三忠 黃佑 水電三忠 吳達 汽修三忠 岩穎 綜合三忠 郭妤 

五、體育獎（10 人） 

商經三忠 邱勛 資處三忠 張瑋 機械三忠 朱良 製圖三忠 林秀 電機三忠 包安 

資訊三忠 簡安 土木三忠 莊漢 水電三忠 蔡廷 汽修三忠 岩穎 綜合三忠 李瑄 

六、全勤獎（5 人） 

汽修三忠 岩穎 機械三忠 賴彥 資處三忠 陳萱 綜合三忠 郭妤 綜合三忠 張琪   

七、校友會理事長獎（10 人） 

商經三忠  楊萱   資處三忠  陳雯   機械三忠  唐程   製圖三忠  許禎   電機三忠  劉志   

資訊三忠  林翔   土木三忠  莊漢   水電三忠  蔡廷   汽修三忠  岩穎   綜合三忠  溫珊   

八 、書卷獎（23 人） 

資處三忠 陳萱 資處三忠 林怡 資處三忠 曾媙 資處三忠 黃筠 資處三忠 李妤 

資處三忠 王欣 資處三忠 詹如 土木三忠 莊漢 土木三忠 蘇誠 土木三忠 黃辰 

製圖三忠 李璇 製圖三忠 楊樺 製圖三忠 吳章 資訊三忠 黃葳 資訊三忠 簡安 

商經三忠 陳蒨 商經三忠 楊萱 商經三忠 高晏 商經三忠 蔡君 商經三忠 邱勛 

商經三忠 吳卉 商經三忠 鄭和 水電三忠 賴貿     

九、服務獎（9 人） 

    
土木三忠 張勛 汽修三忠 吳穀 綜合三忠 林杉 資訊三忠   張薰 商經三忠 董佑 

商經三忠 羅偉 商經三忠 林柔 商經三忠 蔡君 商經三忠  高晏   

 

 



十、實習成績優異獎（10 人） 

商經三忠 蔡君 資處三忠 陳萱 機械三忠 陳翔 製圖三忠 楊樺 電機三忠 謝棋 

資訊三忠 林誠 土木三忠 莊漢 水電三忠 徐洲 汽修三忠 岩穎 綜合三忠 李瑄 

 

十一、技能優異獎（50 人）銀質技術獎章土木三忠邱炫棋等 16 位、銅質技術獎章汽修三忠林昆翰等

21 位.綜合三忠李孟頵 等 13 人取得丙級證照. 

 

土木三忠  邱棋 土木三忠  莊漢 資訊三忠 林宇 資訊三忠  張薰 資訊三忠  羅康 

資訊三忠  林誠 資訊三忠  姜懌 資訊三忠 賴佑 商經三忠  高晏 商經三忠  林柔 

商經三忠  蔡君 商經三忠  楊萱 商經三忠 邱勛 商經三忠  魏珮 資處三忠  詹如 

汽修三忠  段豪         

汽修三忠  林翰 汽修三忠  林舜 汽修三忠 姜杰 商經三忠  張姿 商經三忠  陳安 

商經三忠  陳淇 商經三忠  鄭和 商經三忠 羅偉 資處三忠  陳秀 資處三忠  陳雯 

資處三忠  曾媙 資處三忠  李妤 資處三忠 陳萱 資處三忠  黃筠 資處三忠  李瀧 

資訊三忠  徐昌 資訊三忠  劉威 電機三忠 蔡謙 機械三忠  李昇 機械三忠  陳翔 

機械三忠  陳禕         

綜合三忠  李頵 綜合三忠  李瑄 綜合三忠 卓芸 綜合三忠  林雯 綜合三忠   林杉 

綜合三忠  胡坤 綜合三忠  胡憲 綜合三忠 張琪 綜合三忠  郭妤 綜合三忠  陳貞 

綜合三忠  陳涓 綜合三忠  潘祐 綜合三忠 賴宏     

十二、體育技能優異獎（10 人） 

電機三忠 包安 電機三忠 葉丞 資訊三忠 楊璋 資訊三忠 簡安 資訊三忠 李豐 

資訊三忠 張杰 水電三忠 徐洲 土木三忠 林瑋 機械三忠 朱良 汽修三忠 周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