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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8 級工程學院頒獎暨撥穗典禮(司儀稿) 

 

司儀於典禮開始前先廣播請大家入座，管理現場狀況。 
※請各位來賓及畢業生盡速入座，典禮將在  分鐘後開始(重覆 2~3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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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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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俊賢 1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甲 周威圻 2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陳昱丞 3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陳法邑 4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蔡鎮吉 5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王柏昇 6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攜 楊耀文 7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攜 陳諾 8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林素秋 9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王紫菁 10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蘇美菁 11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周嘉原 12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邱弘丞 13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鄭惟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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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蘇柏丞 15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陳冠宏 16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廖韋傑 17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謝皓宇 18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劉紹麒 19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鄭玄德 20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宋瑋益 21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賴俊延 22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王信智 23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吳宗翰 24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蔡仕右 25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周慕華 26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謝耀霆 27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吳雨同 28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劉力宏 29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林甫翰 30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黃聖雁 31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戴毅誠 32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陳昱樺 33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歐紹安 34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許書賢 35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林建中 36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游東穎 37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游硯評 38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洪庭凱 39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紀仁翔 40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鄭佑善 41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劉愷洋 42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吳宇森 43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鍾沂格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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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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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俊賢 45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林欣賢 46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甲 陳進育 47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夜機四攜 吳姿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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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林素秋 49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王紫菁 50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陳榮源 51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甲 江心平 52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周政叡 53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攜 廖韋傑 54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乙 陳奕成 55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莊世淵 56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陳昇財 57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陳俊江 58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甲 劉羿呈 59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蘇于涵 60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孫士欽 61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余紹維 62 

車輛工程系 夜車四甲 李軒成 63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賴宸宇 64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王正安 65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蔡耀泓 66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石偉頡 67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蕭靖平 68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乙 曹祐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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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李邦瑜 70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黃知謙 71 

動力機械工程系 四動四甲 張耀庭 72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四材四甲 余政哲 73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杜宸宏 74 

自動化工程系 四自四乙 程冠豪 75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甲 竇晨洋 76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鐘承熹 77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進機二甲 林素秋 78 

動力機械工程系 進動二甲 陳奕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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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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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逐一唱名) 

系別 班級 姓名 編號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甲 莊介慈 80 

飛機工程系 航電四乙 李睿祐 81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洪碩甫 82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甲 詹岱旻 83 

飛機工程系 航機四乙 葉俊賢 84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機四乙 巫竑逸 85 

機械設計工程系 四設四乙 陳韋凡 86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史明峰 87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陳宇鈞 88 

車輛工程系 四車四乙 蔡弘鈞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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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明嘉 90 

 

 

 

 

 

 

 

 

 

 

 

 

 

 

 

 

 



虎尾科技大學 108 級頒獎暨撥穗典禮（司儀稿） 

 5 

 

 

※恭喜以上得獎同學，也謝謝林院長為我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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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系所(航電)  主舞台

A 側 

14:00～15:00 

系主任 

畢業班導師 

飛機系所(航機)  15:00～16:00 

車輛系所 主舞台

B 側 

14:00～15:00 

自動化系所 15:00～16:00 

設計系所 1 
14:00～15:00 

動機系所 2 

材料系所 1 

15:00～16:00 
機電輔系所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