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應屆畢業生參加 105年度升學計錄取 617人（公
立學校 264人、私立學校 353人），升學率 91％，其
中公立學校有 (依班級排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范城霖 蔡立瑜 許捷凱 陳佑安 廖柏諺 

 劉彥廷 張倫 鍾富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柏翰 徐承豊 張貽閔 楊祐安 施羿廷 

 陳慶霖 王俊瑋 巫威廷 劉志誠 支柏瑀 

 吳沛峻 林菩垣 里冠樺 李聿鎧 李睿彬 

 林君儫 吳尚恩 高翊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南宇桁 王詠民 王泓竣 陳俊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岳子原 王子逸 洪靖傑 鐘聖翔 鄭宇志 

 陸其釩 陳彥辰 鍾念庭 陳建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趙世雅 林暐傑 徐偉恩 陳彥智 陳逸帆 

 李睿軒 陳耀倫 王品翔 郭柏毅 盧建寰 

 陳奕中 陳偉斌 賴冠君 廖軒宇 林宸瑋 

 林鈺軒 邱暐凱 柯勝凱 古書維 林少宇 

 林柏曄 張育誠 黃文招 鄭勤益 林和諺 

 洪德誠 謝宗翰 王挺軒 吳孟宇 李承鴻 

 李昀龍 陳冠宇 陳柏丞 蕭和慶 林昕駿 

 郭伯駿 高煜倫 林宏宇 柯竣仁 陳新岳 

 葉川瑜 謝瑋哲 施承毅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李宗炫 李俊緯 趙庭慶 蔡政霖 魏睿騰 

 蘇恆毅 李承翰 許元碩 許玉峰 徐偉倫 

 游永慶 石國瑞 湯理順 江旻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蘇勇瑋 林睿成 陳俊諺 陳致豪 徐珮軒 

 黃瑞德 史恆瑞 林維宣 邱德昇 劉杰勳 

 賴榮軒 梁耀倫 趙天愷 屠荐軒 許閔勝 

 游逵守 林上哲 鄧皓澤 沙伲連 章瀚文 

 趙治鈞 蔡宗儒 蔡昇霖 吳俊諺 王羿程 

 吳聲和 沈秉坤 張任佐 廖柏傑 游若涵 

 林承翰 張博軒 游昆翰 黃彥禎 葉祐均 

 劉庭維 蔡文 蔡博旭 林承翰 張竣翔 

 黃浩東 林崇聖 邱奕瑄 黃立澤 陳柏勳 

 李季儒 林毓庭 張靖翎 陳均怡  

國立宜蘭大學 江律緯 郭奕宗 陳侑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王展睿 葉育輝 許恩瑋 林軒泓 許子毅 

 初亮廷 陳緯銘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龔家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謝維庭 朱禹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楊哲維 林大正 梁馥宇 林恩岑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陳宜萱 孫大鈞 莊世禎 邱偉宸 俞凱恩 

 李育嘉 孫育騏 陳泓翔 陳祈銘 陳灝 

 黃冠仁 陳彥瑜 王韻涵 楊幀傑 劉子豪 

 蔡鈺銓 王美琳 施養隆 徐紹荃 鄭山河 

 李智婷 曹永瑜 陳佩姍 陳郁靜 謝芳瑜 

 陳湘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黃柏鈞 王仁宏 吳柏霖 周子寧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高川育 白貫良 江其峰 黃柏凱 謝庚澄 

 羅堃瑋 林子傑 胡可禧 高銘志 張育嘉 

 朱軒逸 周易緯 黃馬克 劉政杰 劉紘瑋 

 林佳陞 張家豪 張敦鑫 蒲志崴 劉育榮 

 蘇崇維 曾慶行 張哲銘 莊智鈞 黃馬凌 

 蘇聖翔 林后育 賀曼婷   

國立聯合大學 林雋晏 洪士淵 林志學 黃勁元 熊宥傑 

 王博生 劉興源 林彥宇 陳朋武 謝宜倫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黃浥絜 鄭湧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盧睿隆 安奕杰 林冠妤 陳緯勳 許子麒 

 許丞巽 黃渝舜    

國立金門大學 陳奕維 鄭仁傑 楊中豪   

國立屏東大學 張鈴涓     

國立體育大學 劉芸芸     

臺北市立大學 洪銘澤 戴邦祐 蔡依庭   

國立中山大學 賴榮軒     

國立東華大學 洪子崴 陳建穎 潘星辰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江其峰     

國立嘉義大學 施羿廷     

國立暨南大學 梁耀倫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郭禹境 楊秉憲 張兆硯 羅慈雯 郭芸晏 

 藍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許捷凱 許捷凱    

陸軍專科學校 陳偉斌     

軍校 陳慶霖     

內湖高工全體師生同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