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7
資料

統計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朱書霆 歸仁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佳峰 忠孝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誠翰 沙崙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承龍 崇明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冼岳霆 復興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宥丞 大橋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旻瑨 崇明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展鵬 新化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琮竣 長榮高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彥廷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韋鈞懷 歸仁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徐正昇 瀛海高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郭俊廷 永康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郭建川 關廟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泓錡 忠孝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俊龍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汽車修護乙級45人次

機器腳踏車修護2人次

數位電子乙級 9人次

電腦硬體裝修7人次

電腦軟體應用8人次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6人次

考取二張乙級4人

考取三張乙級2人

107學年度共77人次考取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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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培毅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澤瑋 大橋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韡愷 新化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伯豪 安順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志海 安平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葉東璟 高雄市私立普門高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葉昱宏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祐廷 歸仁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勝閎 復興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謝中庸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鄭浚佑 崇明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戴尚郡 大橋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子嘉 土城高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邱柏寰 歸仁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秦浩誠 大橋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謝尊泰 永康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庭瑋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建皓 後甲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江柏諺 大橋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漢斌 民德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哀柏丞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甲芸 仁德國中 

10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賴祐信 崇明國中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王仲郁 永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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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吳碩文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予絡 仁德國中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曾育聖 永仁高中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薛詠晴 新興國中 

107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薛光崴 大成國中

107 機器腳踏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邱宗瑋 文賢國中 

107 機器腳踏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蘇勁豪 南寧中學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宋羿賢 新化國中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許育銘 海佃國中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張彥博 崇明國中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顏嘉亨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謝博崴 歸仁國中 

107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黃翊綾 歸仁國中 

107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林君穎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7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魏上文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7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曾冠智 大橋國中

107 數位電子 電機科 劉峻嘉 仁德國中 

107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陳崑宏 永康國中 

107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黃冠惟 延平國中 

107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潘柏霆 民德國中 

107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邱柏瑋 歸仁國中 

107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韓材德 永仁高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方仁平 復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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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潘柏霆 民德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宋嘉宏 復興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奕評 建興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劉丹逢 後甲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奕勳 延平國中 

10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韓材德 永仁高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黃冠惟 延平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潘柏霆 民德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黃奕評 建興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董學翰 大成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劉丹逢 後甲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韓材德 永仁高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邱柏瑋 歸仁國中 

107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廖鈺欽 復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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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6
資料

統計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庭毅 忠孝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富謙 後甲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明翰 復興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郁捷 仁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莛軒 復興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洪靖翔 忠孝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許哲豪 民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郭廣心 後甲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仕宏 大成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楊斯貿 復興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禹則 麻豆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廖品奕 後甲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鄭詮霖 大橋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俊寬 關廟國中 

汽車修護乙級34人次

數位電子乙級 28人次

電腦硬體裝修22人次

電腦軟體應用18人次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8人次

儀表電子2人次

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1人次

考取三張乙級4人

考取二張乙級19人

106學年度共113人次考取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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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柏翰 安南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姜柏豪 和順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峻煒 金城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葉倉榮 後甲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和平 安南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梁仲旻 忠孝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許育睿 大橋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皓展 大橋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宇賢 永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博晟 復興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歐陽靖欣 永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薛隆傑 永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蘇紹銓 忠孝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李俊達 民德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菘莆 新市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鄭高全 關廟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胡國恩 大成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黃子峻 歸仁國中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吳柏毅 瀛海高中(國中部)

106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李佳賢 崇明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吳啟豪 建興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冠篁 高雄市三民區市立陽明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伯洋 後甲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長頤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唐立杰 歸仁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俊榮 大橋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立亞 後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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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蘇于耀 後甲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劉晏彣 復興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包祥志 永康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邱上銘 歸仁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楊柏彥 仁德國中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葉宇軒 和順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周嘉睿 歸仁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張誠祐 崇明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黃駿評 民德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施尊亞 安順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梁凱淳 復興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黃彥臻 大成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蔡喆斌 復興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商務科 張宜楨 建興國中

106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商務科 陳柄樺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李冠篁 高雄市三民區市立陽明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邱上銘 歸仁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唐立杰 歸仁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郭廷維 關廟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蘇于耀 後甲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葉宇軒 和順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楊柏彥 仁德國中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7頁，共30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林郁凱 仁德國中

106 數位電子 資訊科 包祥志 永康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王俊翊 大橋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王俊傑 民德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周嘉睿 歸仁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童柏鈞 永仁高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黃駿評 民德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楊淯鈞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何冠毅 後甲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王禹竣 安平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廖啟瀚 崇明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張誠祐 崇明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陳禹綸 大橋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陳瑞智 關廟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楊宏展 仁德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陳芳德 文賢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施辰諺 歸仁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梁凱淳 復興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蔡喆斌 復興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黃彥臻 大成國中 

106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施尊亞 安順國中

106 儀表電子 電機科 蔡喆斌 復興國中 

106 儀表電子 電機科 黃彥臻 大成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包祥志 永康國中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8頁，共30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吳啟豪 建興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顏士傑 忠孝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伯洋 後甲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宏濱 高雄市市立湖內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郁凱 仁德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邱上銘 歸仁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鄭宇翔 歸仁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郭廷維 關廟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奕方 安南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黃立亞 後甲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趙重宇 新興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蔡舜翔 忠孝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李孟儒 關廟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張宜楨 建興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蔡榮哲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昭宇 安平國中 

106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柄樺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 烘焙科 洪运昊 復興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蘇亭伃 永康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陳思偉 延平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朱祐慶 和順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林文博 和順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林沅毅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溫子儀 崇明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烘焙科 洪逸凡 復興國中

106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實用烘焙食品科 張玉鳳 金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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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5
資料

統計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博盛 沙崙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張文碩 關廟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張昱翔 永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莊子祥 大橋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許仲逸 關廟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奕誠 崇明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皓峻 大橋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蘇育緯 永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薛竣仁 新興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方詠筌 大成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宏瑄 仁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秉昇 大成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義程 復興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禹傑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順麒 永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謄仲 永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鄭立豐 安平國中

汽車修護乙級33人次

數位電子乙級 21人次

電腦硬體裝修9人次

電腦軟體應用22人次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1人次

儀表電子2人次

考取三張乙級3人

考取二張乙級11人

105學年度共88人次考取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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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鄭宗霖 和順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駱秉賢 大成國中

105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簡佑丞 後甲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文德 忠孝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宗翰 歸仁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施奕群 高雄市市立一甲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黃思瀚 復興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黃浩銓 永康國中

105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簡偉傑 復興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林沂勳 沙崙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郭家宏 和順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湯博閔 歸仁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蔡昕達 新化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薛名洧 新興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吳欣峰 延平國中

105 汽車修護 實用機車修護科 巫志福 安順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方順意 仁德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柏辰 安平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淯淜 大橋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鈺群 和順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玉堂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簡豐源 永仁高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陳冠霖 德光女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薛亦廷 和順國中

105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李家鋐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王橋豐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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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汪柏辰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柏辰 安平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世凱 安順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高翊軒 永康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張存淵 民德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鈺群 和順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郭旻叡 後甲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黃羽雍 大成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潘信甫 復興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潘緯倫 仁德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蔡峻豪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周為濬 和順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威延 文賢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趙邦君 大橋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哲宇 仁德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劉彥宏 崇明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邱楓淇 永仁高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楊凱翔 建興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古勝全 復興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盧美君 關廟國中

105 電腦軟體應用 電機科 薛亦廷 和順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方昱荃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方順意 仁德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汪柏辰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林世凱 安順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林柏辰 安平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張存淵 民德國中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12頁，共30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郭旻叡 後甲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潘信甫 復興國中

105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潘緯倫 仁德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何政瑋 復興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李家鋐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林廷憲 後甲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林羣鈞 歸仁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張哲瑋 安南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郭俊佑 復興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黃士榕 復興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薛亦廷 和順國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簡豐源 永仁高中

105 數位電子 電機科 陳冠霖 德光女中

105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電機學程) 王家民 大橋國中

105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電機學程) 黃政鈞 永康國中

105 儀表電子 電機科 李家鋐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儀表電子 資訊科 方昱荃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5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綜合高中科 黃姿鈞 茄定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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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4
資料

統計

104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實用烘焙食品科 葛孟華 大成國中

104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項) 實用烘焙食品科 金函蒨 土城中學附屬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机哲宏 海佃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瑞璋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張聖煒 後甲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柏豪 崇明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傅道群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冠穎 忠孝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麒瑋 忠孝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葉恩迪 後甲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廖杏娟 後甲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汯芫 私立崑山高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昱淳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柏翰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軒民 關廟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洪宇儀 仁德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羅健文 大橋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勁霖 海佃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柏誠 歸仁國中

汽車修護乙級36人次

數位電子乙級 4人次

電腦硬體裝修6人次

電腦軟體應用14人次

烘焙食品(麵包餅乾)2人次

104學年度共62人次考取乙級證照

學習成效追踨系統 第14頁，共30頁 更新日期：2019/10/7



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4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楊建宏 安平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謝宗翰 和順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翰暘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張丞譯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張晉瑋 延平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郭岱祥 大成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陳政安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蔡余鑫 復興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鄭子謙 崇明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鄭承豪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蕭宇翔 和順國中 

104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戴碩彣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王昱智 新興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朱駿瑋 後甲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洪盟翔 歸仁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嘉佑 崇明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曾暐倫 安順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葉博仁 安南國中

104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劉映辰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方竣楷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王柏森 忠孝國中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包峻誠 關廟國中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杜芷萱 南寧中學附屬國中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柏文 關廟國中

104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葉柏賢 大成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王俞璇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包峻誠 關廟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朱品愷 仁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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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李汶彥 復興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柏文 關廟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葉柏賢 大成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江旻蓁 大橋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周珮瑄 永康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若恬 歸仁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福興 復興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薛盛文 高雄市市立茄萣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顏清皇 建興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蘇首銓 復興國中

104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黃萱鳳 安南國中

104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陳力瑋 仁德國中

104 數位電子 電子科 周冠霖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4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陳柏亨 大灣高中

104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林敦偉 大灣高中

103
資料

統計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方柏翔 永康國中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宗翰 新興國中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曾冠博 大成國中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佳翰 長榮高中附屬國中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宋秉霖 民德國中 

103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政穎 安順國中 

103學年度共74人次考取乙級證照

汽車修護乙級21人次

數位電子乙級 13人次

電腦硬體裝修6人次

電腦軟體應用32人次

烘焙食品1人次

儀表電子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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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3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王政堯 瀛海高中 

103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朱偉毓 後甲國中 

103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政鋒 瀛海高中 

103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陳家輝 後甲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方信展 安平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鄭鈺堂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宋秉翰 大灣高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李子良 大橋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林泓均 城光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徐華志 後甲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哲宇 永康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黃玠綸 安順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劉家華 大橋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蔡柏彥 大成國中

103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羅淯丞 大成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江冠廷 安平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李良仁 新化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許銘煌 歸仁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黃  葳 延平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鄭名哲 新化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黃栢威 大成國中

103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林俊國 安平國中 

103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 劉冠志 新興國中

103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 李威儀 慈濟高中 

103 數位電子 資訊科 周建鋐 復興國中

103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涂正億 金城國中 

103 數位電子 資訊科 張廷嘉 崇明國中

103 數位電子 資訊科 林承沛 忠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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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3 儀表電子 電子科 許勇志 復興國中 

103

烘焙食品

(麵包蛋糕

西點項)

實用烘焙科 蔡雲康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王文琪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王彥喬 新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何一 新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李家弘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李曉祈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林廷原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林昌逸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林昭君 文賢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侯冠州 文賢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施品丞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張宏誠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張盛凱 安平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許芳綺 大灣高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許登富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郭霈儀 高雄市市立茄萣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琮偉 安順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曾子豪 海佃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黃士嘉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黃才容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楊竝華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溫毅庭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楊荏崴 安順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濮敬庭 永康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曾佩晴 安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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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王冠復 忠孝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涂正億 金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張廷嘉 崇明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張峻銘 文賢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楊宗翰 安順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劉奕宏 大灣高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吳宇祥 復興國中

103 電腦軟體應用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潘烽旗 歸仁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王軍授 新興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秉宏 新興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啟華 永康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郭韋辰 忠孝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林嘉福 永康國中 

103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黃栢威 大成國中

102
資料

統計

汽車修護乙級16人

數位電子乙級 10人

電腦硬體裝修19人

電腦軟體應用12人

102學年度共57人考取乙級證照

102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黃博章 新興國中

102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詹旻學 歸仁國中

102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曾華毅 後甲國中

102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葉翔耀 沙崙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蘇昱欽 高雄市市立一甲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王昱淇 仁德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承威 崇明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杜明璋 南寧高級中學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志豪 仁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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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哲傑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曾懷鋐 仁德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宏銘 後甲國中

102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潘育哲 後甲國中

102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宋明達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建中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謝鈜學 崇明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方俊傑 崇明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吳愷恩 海佃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俊逸 復興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李政豐 崇明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李錥丞 崇明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張智鈞 和順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曾宗憲 永仁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江宏嘉 屏東縣立恆春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王榮瑄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張榮原 安平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黃柏元 後甲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黃炳男 後甲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歐哲銘 歸仁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戴柏華 下營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謝翰毅 高雄市縣立路竹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王聿宸 建興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江孟錡 仁德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陳鴻文 安順國中 

102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吳宗祐 安順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泓勳 新化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陳冠霖 土城中學附屬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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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詹育澤 永康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韋仁 海佃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譚惟仁 後甲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蘇家民 海佃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顏慈蓉 永康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黃嬿瑜 高雄市縣立湖內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王志祐 歸仁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吳哲豪 安南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陳崧豪 大橋國中

102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劉欣潔 高雄市縣立茄萣國中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李祐銘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洪誌陽 崇明國中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莊凱翔 大橋國中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郭耀程 高雄市縣立茄萣國中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陳景揚 大成國中 

102 數位電子 電子科 程偉育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 盧仲彥 崇明國中

102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 鍾幃轍 歸仁國中

102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 丁睿紘 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 

102 數位電子 資訊科 鍾啟信 玉井國中

101
資料

統計

汽車修護乙級16人

數位電子乙級 1人

電腦硬體裝修19人

電腦軟體應用17人

101學年度共53人考取乙級證照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方晟瑋 歸仁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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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王柏元 永康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呂宇展 高雄市立湖內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世昌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林泓瑀 新興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姚志文 歸仁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胡庭瑋 新興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張家銘 嘉義市立蘭潭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許明哲 大橋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曾鉑菘 金城國中 

101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汽車學程) 楊家豪 民德國中

101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郭力豪 大成國中

101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宥仁 大成國中

101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楊佳穎 大橋國中

101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楊家宏 崇明國中

101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建助 大灣高中

101 數位電子 電子科 陳宥彤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電子科 陳威丞 永康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劉政億 大灣高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王俊凱 後甲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蔡哲維 大灣高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翊豪 歸仁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楊昇鑫 崇明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徐挺堯 關廟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奕錡 復興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張明安 安順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施冠宇 崇明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柯勇良 永康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張純瑞 大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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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郭柏揚 西港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傅柏智 崇明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黃士原 民德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廖家興 忠孝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江洧銓 仁德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李永政 崇明國中

101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林子豪 文賢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吳龍音 崇明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林宇哲 後甲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黃崇祥 文賢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程信翰 後甲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邱佳禾 後甲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張育誠 後甲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吳紹安 忠孝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蔡翊玲 後甲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盧怡蒨 仁德文賢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郭柏寬 金城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潘品霖 臺南市慈濟高中附屬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謝宛真 高雄市縣立湖內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陳進宗 仁德文賢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廖文宏 復興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劉孟穎 臺中市明道高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潘博雅 永康國中

101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黃翊茹 永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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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工商乙級證照考取名單

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0
資料

統計

汽車修護乙級6人

數位電子乙級 0人

電腦硬體裝修10人

電腦軟體應用12人

100學年度共28人考取乙級證照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賴舜頎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鄭翔瑋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健益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奕智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張洛羚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宜靜

100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方瑋璿

100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賴仕杰

100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吳俊緯

100 電腦硬體裝修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陳晏翔

100 電腦軟體應用 資訊科 徐敏傑

100 電腦軟體應用 實用微電腦修護科 蕭朝全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李宛容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林信宇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洪靜慧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佳琪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湘儀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陳錦麗

100 電腦軟體應用 電子商務科 鄭永慷

100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阮翊凱

100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張涵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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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100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

資訊應用學程
黃靜怡

100 汽車修護
綜合高中

汽車技術學程
嚴德煒 大橋國中

100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張哲偉 新化國中

100 汽車修護 汽車科 何銘偉 民德國中

100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謝龍賢 瀛海高中附屬國中

100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蔡冠毅 仁德文賢國中

100 汽車修護 實用汽車修護科 陳柏勳 大灣高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張寓翔 永仁高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吳瑞豐 和順國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李韋德 安南國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周軍丞 安南國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柯霽展 忠孝國中

99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洪國維 仁德國中

99 數位電子 電子科 謝富任 大灣高中

99 數位電子 電子科 蔡哲霖 大灣高中

99 數位電子 綜合高中科 楊上億 仁德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林怡嘉 安康高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陳玉姿 大灣高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陸秀芬 新化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黃秀芳 文賢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黃秀玲 關廟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鄭濱青 大灣高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謝燕玲 安南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鍾君毅 大灣高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王慧媚 大灣高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林育丞 復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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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吳承盈 復興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李秀芳 安溪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李柏賢 復興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林尚暐 崇明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林建成 安南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翁新評 民德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許誠祐 復興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莊竣淳 大僑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黃昱霖 安順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黃鴻儒 建興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楊書涵 大僑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劉高豪 沙崙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蘇信人 後甲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倪偉智 大僑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王威淋 海佃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王柏升 歸仁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沈立哲 民德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林彤 忠孝國中

99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黃彥智 忠孝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王毓仁 忠孝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江子儒 大僑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何宇軒 永仁高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忠軒 仁德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汪頌恆 復興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昆縈 阿蓮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冠名 仁德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奕華 新化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德偉 大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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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培堯 新興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侯冠宇 安順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施瑠旻 復興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張宏名 大灣高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黃浩修 崇明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楊家昇 建興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楊國廷 歸仁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廖峻陽 大灣高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潘志威 後甲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蔡秋臏 後甲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戴均騰 復興國中

99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奕佐 茄萣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林于証 復興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古政博 復興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鍾博淞 復興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黃宏澤 仁德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何清譯 民德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王建勳 忠孝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郭宇男 後甲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陳立夫 後甲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傅姵瑄 大橋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李威廷 和順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李泰鈞 大橋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丁倫中 大灣高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廖振凱 復興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張誌洋 後甲國中

98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胡端祐 大灣高中

98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柏廷 忠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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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樂眸 大灣高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奕宏 歸仁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士哲 復興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宇宏 復興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李家霖 後甲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周書緯 大橋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劉育嘉 安南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羅貫中 新化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林士烜 歸仁國中

98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晉益 歸仁國中

98 圖文組版 廣告技術科 朱芳汶 南隆國中

98 圖文組版 廣告技術科 林宜萱 仁德國中

98 圖文組版 廣告技術科 羅鈞平 後甲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微電腦修護科 李志文 永仁高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微電腦修護科 郭合益 永仁高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微電腦修護科 黃韋錡 復興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微電腦修護科 葉廷偉 永仁高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微電腦修護科 高振哲 歸仁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呂翊維 茄萣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泰緯 永康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林家健 歸仁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高志銘 後甲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張雋笙 復興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許在鎮 大灣高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許育霖 新興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琮仁 文賢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洪振盛 文賢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蔡政融 後甲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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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吳瑞庭 安南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李威志 復興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柯丞峰 復興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莊祈穎 歸仁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宜邦 大灣高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陳良成 後甲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科 楊永慶 茄萣國中

97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簡嘉宏 北興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林勁豪 安平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林清發 關廟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微電腦修護科 李佾謙 復興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李昱葶 大灣高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柯宜廷 永康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莊佩欣 復興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楊怡芸 新化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楊翊璇 新化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劉高銘 縣文賢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劉瓊惠 大灣高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薛雯心 新興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蘇若筠 後甲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鄭偉翰 延平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翁浩哲 成功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蔡佳勳 大橋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姜伯佳 歸仁國中

97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施冠仲 和順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建達 永康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菘飛 永康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陳峰毅 復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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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職種 科別 學生 畢業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黃思翰 崇明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蔡孟哲 新化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林孟宗 歸仁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林智偉 永康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林維倫 新化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修護科 薛名宏 阿蓮國中

97 汽車修護 汽車科 歐陽正修 民德國中

97 數位電子 電子科 李振源 後甲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王妙婷 歸仁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胡慧媛 仁德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陳巧倫 安平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陳瑜萍 福和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游雅婷 安平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黃士峰 文賢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劉珈君 大灣高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鄭雅之 縣文賢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魏紫葳 安平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資料處理科 毛培恩 崇明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吳永德 忠孝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陳聖安 復興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黃雯瑛 復興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趙宇婷 復興國中

96 電腦軟體應用 綜合高中科 蘇佩儀 南寧中學

96 汽車修護 汽車科 葉源吉 大成國中

96 儀表電子 電子科 陳逸安 永康國中

9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陳政斌 歸仁國中

9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許明展 崇明國中

96 電腦硬體裝修 資訊科 龔長彥 大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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