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新生班級及學號一覽表

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1 員林國中 王O閎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2 伸港國中 王O寅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3 溪陽國中 宋O宏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4 彰泰國中 林O晟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5 和群國中 林O里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6 員林國中 邱O澤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7 伸港國中 姚O祥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8 萬興國中 施O堉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09 福興國中 施O明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0 秀水國中 施O旭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1 鹿港國中 施O翰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2 彰泰國中 柯O緯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3 鹿鳴國中 徐O暉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4 埔鹽國中 康O寓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5 陽明國中 張O維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6 彰興國中 陳O玄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7 溪湖國中 陳O傑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8 田尾國中 陳O誠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19 信義國中(小) 陳O學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0 鹿港國中 黃O銘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1 大同國中 黃O暉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2 和美高中國中部 黃O浩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3 福興國中 黃O翔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4 芳苑國中 楊O彰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5 員林國中 楊O宏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6 田中高中國中部 熊O暐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7 二林高中國中部 劉O良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8 成功高中國中部 蔡O諺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29 溪州國中 鄭O翔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0 員林國中 蕭O安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1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賴O家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2 員林國中 賴O傑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3 陽明國中 林O駿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4 陽明國中 蘇O哲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5 和美高中國中部 陳O南

機械科 機械一忠 010136 和群國中 戴O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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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1 彰泰國中 黃O萱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2 鹿港國中 丁O凱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3 伸港國中 王O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4 溪湖國中 何O宇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5 彰泰國中 李O祚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6 彰興國中 李O霆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7 大同國中 汪O展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8 北斗國中 林O皓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09 彰興國中 林O倫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0 和群國中 林O駿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1 彰德國中 林O祐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2 伸港國中 林O閎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3 鹿港國中 林O憲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4 和群國中 林O辰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5 伸港國中 姚O佑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6 溪湖國中 胡O翔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7 陽明國中 張O傑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8 鹿港國中 張O茂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19 精誠高中國中部 曹O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0 福興國中 梁O淢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1 大同國中 莊O燁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2 溪湖國中 莊O聖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3 福興國中 莊O凱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4 鹿港國中 許O坤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5 彰興國中 許O絃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6 彰興國中 郭O甫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7 彰泰國中 陳O宇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8 溪陽國中 陳O宇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29 福興國中 黃O硯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0 鹿港國中 黃O陞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1 鹿鳴國中 楊O霖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2 竹塘國中 詹O原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3 雲林縣樟湖生態國中(小) 鄭O益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4 文興高中國中部 蕭O賢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5 和美高中國中部 林O丞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6 彰泰國中 洪O承

機械科 機械一孝 010237 彰泰國中 陳O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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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1 花壇國中 車O栩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2 埔鹽國中 施O綺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3 伸港國中 柯O芸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4 田尾國中 王O恩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5 彰泰國中 王O睿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6 和群國中 江O宥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7 二林高中國中部 江O憲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8 彰興國中 吳O陞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09 埔鹽國中 林O逸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0 彰興國中 邱O杰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1 彰泰國中 姜O星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2 芳苑國中 洪O盛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3 彰德國中 洪O珉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4 明倫國中 張O甯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5 彰安國中 梁O宇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6 彰泰國中 陳O權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7 彰安國中 陳O文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8 陽明國中 陳O良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19 秀水國中 陳O浚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0 社頭國中 陳O文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1 文興高中國中部 陳O耀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2 花壇國中 黃O源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3 線西國中 黃O崴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4 彰德國中 楊O安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5 大同國中 楊O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6 彰泰國中 溫O翊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7 彰安國中 葉O叡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8 和美高中國中部 劉O恆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29 大同國中 蔡O碩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0 鹿鳴國中 謝O傑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1 花壇國中 沈O暐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2 陽明國中 馮O恩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3 鹿鳴國中 黃O齊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4 芬園國中 楊O涵

鑄造科 鑄造一忠 010335 彰德國中 汪O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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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1 陽明國中 陳O珊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2 彰安國中 羅O希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3 彰泰國中 王O程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4 彰興國中 王O翔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5 陽明國中 王O偉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6 陽明國中 吳O諒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7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O彥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8 彰泰國中 林O翔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09 和美高中國中部 林O晁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0 彰泰國中 林O富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1 伸港國中 姚O浩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2 陽明國中 施O華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3 精誠高中國中部 洪O麟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4 精誠高中國中部 洪O恩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5 鹿港國中 張O瑞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6 彰興國中 梁O隆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7 彰泰國中 許O銘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8 永靖國中 陳O勛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19 竹塘國中 黃O崎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0 鹿鳴國中 黃O愷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1 彰泰國中 黃O立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2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O翰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3 彰泰國中 楊O舜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4 精誠高中國中部 葉O暐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5 精誠高中國中部 葉O皓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6 陽明國中 蔡O軒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7 陽明國中 蔡O艗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8 大同國中 謝O承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29 彰德國中 韓O丞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0 陽明國中 藍O翔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1 彰興國中 顏O哲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2 鹿港國中 施O融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3 信義國中(小) 郭O維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4 陽明國中 鄭O惟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5 彰德國中 李O元

機械木模科 機模一忠 010436 樟湖國中(小) 姚O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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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1 彰泰國中 余O心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2 彰泰國中 余O誠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3 鹿鳴國中 巫O肜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4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周O穎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5 鹿港國中 周O册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6 大同國中 林O宥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7 陽明國中 林O妤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8 彰德國中 林O杉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09 鹿港國中 林O佑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0 陽明國中 林O縯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1 萬興國中 邱O嘉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2 永靖國中 邱O珍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3 芳苑國中 洪O萍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4 彰興國中 高O嵩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5 大同國中 張O皓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6 彰興國中 張O鴻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7 精誠高中國中部 許O達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8 鹿港國中 許O雅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19 員林國中 陳O玄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0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O文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1 文興高中國中部 陳O羽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2 彰興國中 彭O碩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3 彰泰國中 曾O閔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4 線西國中 黃O豪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5 彰興國中 黃O閔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6 和美高中國中部 黃O傑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7 陽明國中 劉O辰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8 陽明國中 潘O瑞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29 精誠高中國中部 蔡O佑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0 彰興國中 蕭O祥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1 彰興國中 蕭O坤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2 社頭國中 蕭O禎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3 彰泰國中 賴O良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4 員林國中 賴O鑫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5 埤頭國中 謝O漢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6 彰興國中 顧O倫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7 埔鹽國中 李O諶

製圖科 製圖一忠 010538 和美高中國中部 林O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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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1 陽明國中 王O鋅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2 陽明國中 朱O廷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3 彰德國中 宋O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4 伸港國中 林O祥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5 彰德國中 林O峻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6 彰泰國中 林O廷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7 溪湖國中 馬O翔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8 大同國中 曹O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09 大同國中 許O圻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0 福興國中 許O哲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1 鹿鳴國中 郭O誌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2 秀水國中 陳O德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3 秀水國中 陳O安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4 伸港國中 陳O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5 彰泰國中 陳O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6 彰德國中 黃O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7 線西國中 黃O瑋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8 大同國中 黃O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19 鹿港國中 黃O融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0 鹿港國中 趙O聖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1 福興國中 劉O佑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2 彰德國中 劉O愷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3 鹿鳴國中 蔣O緯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4 伸港國中 鄭O富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5 秀水國中 鄭O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6 社頭國中 蕭O呈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7 文興高中國中部 蕭O畯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8 和群國中 蕭O辰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29 彰興國中 謝O諺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0 彰興國中 藍O祐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1 彰泰國中 顏O恩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2 鹿鳴國中 蘇O恩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3 陽明國中 李O弘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4 鹿鳴國中 郭O宥

機電科 機電一忠 010635 和美高中國中部 李O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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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1 彰興國中 吳O臻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2 鹿港國中 黃O婷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3 田尾國中 尤O安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4 陽明國中 何O穎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5 鹿鳴國中 吳O成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6 和群國中 吳O哲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7 秀水國中 吳O鍇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8 彰泰國中 呂O億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09 陽明國中 林O成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0 和群國中 林O辰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1 伸港國中 林O丞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2 和群國中 林O安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3 精誠高中國中部 邱O翰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4 線西國中 姚O溢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5 鹿鳴國中 施O叡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6 精誠高中國中部 洪O揚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7 鹿港國中 洪O勛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8 員林國中 徐O驊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19 彰興國中 翁O寓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0 和美高中國中部 許O堯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1 陽明國中 郭O圻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2 伸港國中 陳O佑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3 二水國中 陳O毅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4 員林國中 陳O傑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5 伸港國中 曾O鈞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6 鹿鳴國中 黃O綸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7 鹿港國中 黃O睿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8 大同國中 黃O恩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29 鹿鳴國中 楊O楷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0 精誠高中國中部 蔡O佑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1 永靖國中 謝O諺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2 信義國中(小) 簡O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3 北斗國中 蘇O恩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4 伸港國中 柯O翔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5 鹿港國中 許O暉

機電科 機電一孝 010736 彰安國中 李O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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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1 彰德國中 張O昀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2 永靖國中 劉O恩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3 竹塘國中 劉O雯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4 大同國中 顧O甄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5 南投縣普台高中國中部 王O翔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6 和群國中 吳O宏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7 彰泰國中 杜O駿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8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O哲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09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O鴻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0 芳苑國中 洪O晏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1 文興高中國中部 徐O翔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2 大同國中 曹O維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3 二水國中 許O漢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4 文興高中國中部 許O華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5 福興國中 許O勝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6 臺中市明道高中國中部 郭O毅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7 文興高中國中部 陳O安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8 田尾國中 陳O群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19 員林國中 陳O敬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0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O達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1 彰興國中 陳O傑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2 文興高中國中部 曾O逸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3 埤頭國中 黃O菘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4 福興國中 黃O儒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5 陽明國中 黃O凱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6 福興國中 黃O融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7 大同國中 劉O鴻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8 雲林縣淵明國中 劉O凱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29 彰泰國中 蔡O諺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0 伸港國中 賴O瑋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1 鹿港國中 蘇O文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2 雲林縣福智國中 蘇O翔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3 芬園國中 吳O增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4 花壇國中 李O翔

電機科 電機一忠 010835 花壇國中 林O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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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1 陽明國中 吳O宇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2 秀水國中 吳O新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3 彰泰國中 呂O慶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4 埤頭國中 巫O諺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5 田尾國中 巫O叡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6 芳苑國中 李O承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7 彰興國中 李O汶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8 彰興國中 李O融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09 彰興國中 李O祥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0 伸港國中 周O建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1 彰興國中 周O佑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2 和群國中 林O均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3 雲林縣臺西國中 邱O嘉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4 永靖國中 邱O鈞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5 福興國中 洪O彣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6 彰興國中 洪O家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7 秀水國中 徐O淋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8 員林國中 張O傑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19 福興國中 許O傑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0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O宇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1 伸港國中 曾O程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2 溪湖國中 游O愷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3 文興高中國中部 黃O睿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4 彰興國中 黃O廷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5 鹿鳴國中 黃O齊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6 竹塘國中 黃O霖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7 溪湖國中 楊O嘉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8 陽明國中 楊O勛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29 彰興國中 楊O熒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0 精誠高中國中部 廖O任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1 大同國中 劉O義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2 信義國中(小) 蔡O憲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3 員林國中 顧O棋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4 員林國中 賴O瀚

電機科 電機一孝 010935 芬園國中 林O任

第 9 頁，共 17 頁



 110學年度新生班級及學號一覽表

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1 彰泰國中 吳O庭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2 陽明國中 陳O庭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3 福興國中 王O愷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4 和群國中 王O仁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5 北斗國中 王O翔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6 彰德國中 何O宥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7 和美高中國中部 吳O益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8 彰泰國中 吳O致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09 鹿港國中 吳O庭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0 精誠高中國中部 呂O益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1 溪陽國中 李O宸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2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O縉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3 秀水國中 林O賢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4 陽明國中 洪O諺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5 彰泰國中 康O惟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6 精誠高中國中部 康O翔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7 大同國中 張O哲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8 陽明國中 梁O瑞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19 精誠高中國中部 許O鈞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0 彰興國中 陳O杰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1 鹿港國中 陳O昱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2 彰泰國中 陳O閎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3 陽明國中 陳O穎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4 彰德國中 曾O德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5 明倫國中 程O裴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6 陽明國中 黃O獻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7 彰興國中 黃O傑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8 精誠高中國中部 楊O翔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29 陽明國中 葉O政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0 鹿鳴國中 趙O章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1 社頭國中 蕭O育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2 彰泰國中 賴O廷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3 田中高中國中部 魏O昌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4 陽明國中 洪O廷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5 鹿港國中 黃O融

控制科 控制一忠 011036 彰德國中 王O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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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1 精誠高中國中部 何O熙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2 社頭國中 陳O孜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3 成功高中國中部 楊O竹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4 社頭國中 謝O紓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5 彰泰國中 王O程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6 伸港國中 王O翔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7 鹿鳴國中 王O翰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8 溪陽國中 何O騰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09 彰興國中 李O宇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0 彰德國中 李O曄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1 彰泰國中 李O毅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2 精誠高中國中部 周O宸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3 彰泰國中 林O軒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4 陽明國中 林O展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5 員林國中 凃O仁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6 田尾國中 胡O顯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7 彰泰國中 張O安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8 和群國中 張O睿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19 福興國中 梁O程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0 鹿港國中 許O誠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1 溪湖國中 陳O宇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2 田尾國中 彭O勝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3 田尾國中 彭O鈞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4 彰興國中 黃O倫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5 福興國中 黃O慎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6 線西國中 黃O維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7 溪湖國中 黃O睿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8 鹿鳴國中 黃O凱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29 福興國中 劉O瑋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0 福興國中 蔡O宥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1 鹿鳴國中 蔡O宥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2 秀水國中 鄭O翰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3 彰泰國中 戴O皜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4 大同國中 謝O哲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5 陽明國中 黃O晉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6 鹿港國中 鄭O瀚

電子科 電子一忠 011137 彰興國中 許O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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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1 彰泰國中 許O瑄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2 彰興國中 陳O婕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3 彰泰國中 趙O雯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4 社頭國中 劉O芯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5 彰德國中 王O元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6 田尾國中 王O翔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7 田尾國中 吳O憲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8 彰興國中 吳O頡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09 田尾國中 李O睿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0 彰興國中 李O叡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1 彰德國中 杜O宇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2 彰興國中 周O恩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3 彰泰國中 林O佑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4 秀水國中 林O成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5 二林高中國中部 林O淯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6 和群國中 姚O辰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7 伸港國中 柯O祥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8 陽明國中 張O穎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19 二水國中 陳O睿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0 竹塘國中 傅O憲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1 社頭國中 曾O彥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2 彰安國中 黃O龍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3 線西國中 黃O汶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4 彰德國中 黃O程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5 大同國中 黃O勛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6 線西國中 黃O閎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7 彰泰國中 葉O均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8 彰安國中 葉O碩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29 鹿鳴國中 劉O賢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0 陽明國中 蔡O閎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1 彰泰國中 鄭O辰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2 彰興國中 鍾O豐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3 員林國中 蘇O綸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4 明倫國中 王O強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5 大城國中 陳O熹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6 伸港國中 周O淳

電子科 電子一孝 011237 溪湖國中 林O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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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1 鹿鳴國中 尤O紘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2 彰泰國中 王O勛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3 鹿港國中 王O諺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4 彰泰國中 王O詒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5 鹿港國中 朱O碩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6 伸港國中 余O豪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7 秀水國中 吳O甄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8 彰興國中 宋O峰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09 陽明國中 李O琳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0 埤頭國中 卓O嘉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1 彰泰國中 林O安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2 精誠高中國中部 林O誼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3 彰泰國中 林O旭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4 田尾國中 林O瑞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5 陽明國中 洪O涵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6 萬興國中 張O賦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7 信義國中(小) 張O鈞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8 和美高中國中部 張O豪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19 鹿港國中 許O瑋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0 北斗國中 許O芮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1 大城國中 許O勳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2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O諭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3 精誠高中國中部 陳O午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4 田中高中國中部 黃O中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5 鹿鳴國中 趙O筑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6 竹塘國中 劉O儀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7 彰德國中 劉O騏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8 鹿鳴國中 蔡O倪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29 大城國中 蔡O宇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0 精誠高中國中部 鄭O穎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1 埤頭國中 鄭O勳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2 大同國中 盧O瑋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3 彰德國中 賴O宏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4 永靖國中 戴O玲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5 彰泰國中 張O瑋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6 鹿港國中 許O晴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7 溪湖國中 施O安

資訊科 資訊一忠 011338 彰興國中 鄒O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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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1 鹿港國中 尤O翔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2 彰泰國中 吳O軒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3 彰泰國中 李O豪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4 信義國中(小) 周O宏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5 和群國中 林O安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6 彰安國中 金O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7 鹿港國中 洪O國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8 溪湖國中 胡O勛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09 彰興國中 徐O翔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0 伸港國中 張O朋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1 大同國中 張O銘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2 二水國中 張O耀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3 彰興國中 張O軒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4 彰泰國中 許O耀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5 秀水國中 郭O軒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6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傅O寰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7 和群國中 曾O翰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8 田尾國中 黃O祐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19 福興國中 黃O凱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0 花壇國中 黃O偉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1 陽明國中 黃O程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2 彰德國中 黃O鴻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3 信義國中(小) 黃O斌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4 溪州國中 楊O頡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5 福興國中 葉O瑋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6 鹿港國中 葉O翰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7 彰德國中 劉O鈞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8 精誠高中國中部 蔡O勳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29 永靖國中 蔡O任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30 社頭國中 蕭O誼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31 陽明國中 林O淇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32 原斗國中(小) 莊O富

汽車科 汽車一忠 011433 和群國中 朱O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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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1 彰興國中 阮O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2 彰安國中 邱O恒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3 臺中市安和國中 孫O浩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4 福興國中 粘O荃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5 福興國中 粘O翔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6 埤頭國中 連O蒝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7 苗栗縣三義高中國中部 陳O樺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8 彰泰國中 游O珉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09 精誠高中國中部 游O皓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0 溪湖國中 楊O丞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1 溪湖國中 劉O育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2 彰安國中 蘇O泰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3 大同國中 黃O蓁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4 陽明國中 楊O如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5 彰興國中 王O凱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6 秀水國中 吳O樂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7 彰泰國中 李O帥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8 彰泰國中 李O暟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19 溪湖國中 胡O睿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0 鹿港國中 涂O一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1 溪湖國中 梁O僑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2 彰興國中 陳O佑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3 伸港國中 曾O翔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4 彰泰國中 曾O隆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5 伸港國中 黃O源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6 埔心國中 黃O承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7 彰泰國中 葉O均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8 陽明國中 劉O奕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29 陽明國中 賴O聖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30 陽明國中 吳O柔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31 大村國中 賴O億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32 鹿港國中 林O健

汽車科 汽車一孝 011533 陽明國中 柯O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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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1 大同國中 李O廷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2 花壇國中 沈O毅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3 鹿港國中 周O妘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4 臺中市明道高中國中部 林O璇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5 高雄市高師大附中國中部 陳O安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6 伸港國中 黃O維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7 精誠高中國中部 蔡O紘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8 臺中市北勢國中 鐘O竣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09 彰興國中 王O卿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0 彰德國中 王O欣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1 成功高中國中部 吳O洲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2 福興國中 李O裕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3 埤頭國中 杞O政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4 彰德國中 林O騫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5 精誠高中國中部 施O叡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6 彰德國中 洪O惠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7 文興高中國中部 徐O綺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8 雲林縣東南國中 莊O寧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19 北斗國中 陳O晃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0 彰安國中 陳O耘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1 大同國中 陳O心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2 秀水國中 游O平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3 明倫國中 黃O廷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4 線西國中 黃O綸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5 和群國中 楊O銓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6 彰泰國中 詹O叡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7 信義國中(小) 廖O揚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8 陽明國中 趙O田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29 彰興國中 賴O瑜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30 彰德國中 池O融

建築科 建築一忠 011631 明倫國中 黃O瑄

第 16 頁，共 17 頁



 110學年度新生班級及學號一覽表

科別 班級 學號 畢業國中 姓名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1 芬園國中 王O揚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2 精誠高中國中部 世O安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3 大同國中 江O閎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4 和群國中 吳O鈺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5 鹿港國中 李O穎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6 彰德國中 沈O瑜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7 彰泰國中 林O筠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8 伸港國中 柯O心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09 雲林縣東南國中 洪O于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0 福興國中 洪O城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1 埤頭國中 胡O瑋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2 彰興國中 梁O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3 彰泰國中 莊O靜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4 大同國中 許O帆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5 成功高中國中部 陳O丞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6 彰興國中 陳O瑜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7 信義國中(小) 黄O玥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8 彰興國中 黃O維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19 社頭國中 劉O廷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0 芬園國中 蔡O勳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1 精誠高中國中部 蔡O琪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2 秀水國中 蔡O政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3 溪湖國中 蔡O桉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4 精誠高中國中部 鄭O玟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5 秀水國中 鄭O文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6 溪陽國中 穆O煒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7 鹿鳴國中 謝O澤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8 永靖國中 魏O妮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29 陽明國中 林O安

建築科 建築一孝 011730 彰興國中 許O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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