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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7 級工程學院頒獎暨撥穗典禮(司儀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7 級畢業典禮  工程學院頒獎典禮 典禮開始 
  (一小段音樂) 
※恭請林盛勇 林院長致詞 
※掌聲感謝林院長對我們的勉勵 
※頒獎 
(頒獎樂開始) 
※現在頒發智育優良獎，請念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 
※我們恭請 林院長 頒獎            

※智育優良獎（40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甲 高靖宜 1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張惟傑 2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王鈞正 3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黃立仁 4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王佳琪 5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莊舜婷 6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張元旭 7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楊承得 8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楊承儒 9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林育德 10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林啟仁 11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吳紹偉 12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蘇星翰 13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張祐瑞 14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詹凱惟 15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江日煜 16 

 

頒獎人：院長 

                     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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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蔡東勳 17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廖家興 18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趙鈺麟 19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張哲銘 20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賴品憲 21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吳柏勳 22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羅文君 23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林猷雅 24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陳毅 25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高嘉宏 26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陳政隆 27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張立竺 28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李家豪 29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陳凱文 30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陳冠州 31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賴威志 32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黃晴彙 33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夏維陽 34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林亞庭 35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謝伯彥 36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楊昕憲 37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何承易 38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張嘉文 39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洪大翔 40 

 

※現在頒發德育優良獎，請念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 

※我們恭請林院長頒獎 
※德育優良獎（ 21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甲 鄭士楷 41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張元耀 42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王佳琪 43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曾心榆 44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李伯皇 45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廖健佑 46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徐靖森 47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曾品鈞 48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江日煜 49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廖家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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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李知安 51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郭佳惠 52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蕭鈺書 53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紀萬緯 54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歐陽效亘 55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張晏娸 56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陳煜崴 57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陳佳琪 58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何承易 59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游文唯 60 

 

※現在頒發群育優良獎，請念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 

※我們恭請林院長頒獎 

※群育優良獎（9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呂紹弘 61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蔡秉宏 62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游子豪 63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甲 鄭士楷 64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柯勁豪 65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曾炫期 66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郭佳惠 67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詹崇義 68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李宛珊 69 

 

※現在頒發體育優良獎，請念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 

※我們恭請林院長頒獎 

※體育優良獎（ 12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宋晟源 70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張維元 71 

機械設計工程系 夜四設四攜 程中奕 72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吳欣哲 73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陳冠州 74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羅景鴻 75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郭泓毅 76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洪協和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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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白柏漢 78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黃緣昌 79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甲 廖堃劭 80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李知安 81 

 

※現在頒發社團優良獎，請念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 

※我們恭請林院長頒獎 

※社團優良獎（1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江日煜 82 

 

 

※撥穗儀式開始，恭請各系所主任往各系分配的撥穗台進行撥穗儀式。 

※ 請各系畢業生至所屬禮台排隊接受撥穗，請將帽穗撥至右邊。 

(從右邊撥到左邊) 

※ 請各系畢業生撥穗儀式完成後，速至經國館二樓楓木球場參加畢業典

禮，16點 25分前請入座完畢。(請視情況重複多次) 

 
 

單位 各撥穗學制系別 
禮台 

編號 
時間 主持人 

場地 

 

工 

程 

學 

院 

 

工程學院頒獎 13:30~14:00 院長 

經國館 2 

樓 

楓木球場 

 

設計系所 主舞台 

A 側 

14:00~15:00 

系主任 

畢業班導

師 

材料系所 15:00~16:00 

機電輔系所 主舞台 

B 側 

14:00~15:00 

動機系所 15:00~16:00 

飛機系所(航機) 1 
14:00~15:00 

自動化系所 2 

飛機系所(航電) 1 
15:00~16:00 

車輛系所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