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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暑期校外實習      日期：107.7.4 

班級 學號 姓名 公司 輔導老師 

機一甲 1106103112 江永豪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許光城 

機一甲 1106103128 劉柏呈 永翰科技有限公司 許光城 

機一甲 1106103129 林茗煒 上宇工業社 許光城 

機一甲 1106103131 梁奕晨 永翰科技有限公司 許光城 

機二乙 1105192109 鄧忠賢 協力新工業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05 張以諾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印刷設備部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08 范萬加 協力新工業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02 戴宇辰 騏驥坊股份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17 陳柏宏 微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25 黃冠傑 三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34 林育安 紀陽工程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40 蕭淯澤 協力新工業有限公司 陳錦泰 

機二乙 1105103201 劉德儀 捷邦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兆民 

機二乙 1105103218 陳寶光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振宗 

機二乙 1105103207 呂映儒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二乙 1105103206 伍珍儀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二丙 1105103301 羅際桓 捷邦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兆民 

機二丙 1105103302 呂尚恩 海克利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宏 

機二丙 1105103308 施翰昆 名潁企業有限公司 康耀鴻 

機二丙 1105103313 邱冠育 奇澤企業社 康耀鴻 

機二丙 1105103318 余長紘 富加利工業社 康耀鴻 

機二丙 1105103327 曹恩豪 杉采企業有限公司 康耀鴻 

機二丙 1105103329 姚宗甫 尚景特殊鋼有限公司 林明宏 

機二丙 1105103331 蘇家辰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兆民 

機二丙 1105103332 林家銘 杰博股份有限公司 康耀鴻 

機二丙 1105103335 吳沛鴻 尚景特殊鋼有限公司 林明宏 

機二丙 1105103330 陳逸平 金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茂盛 

機二丙 1105103303 施绍威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二丙 1105103340 陳漢宇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二甲 1105103101 陳定緯 竹興精密工業股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3104 賴琛祥 威全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3112 邱子策 新台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林銘哲 

機二甲 1105103113 許正暘 向毫企業有限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92115 陳亦恆 冠威企業社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3122 陳正豐 凊唈有限公司 蔡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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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二甲 1105103131 陳昭銓 貿林金屬工程有限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3132 詹淯翔 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銘哲 

機二甲 1105103140 林子絢 向毫企業有限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3123 王鈺淞 鉦弘科技有限公司 林銘哲 

機二甲 1105103134 劉奕新 盛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二甲 1105103143 龔子鈞 金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茂盛 

機二甲 1105103125 李俊憲 金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茂盛 

機二甲 1105106138 許少銘 銘榮元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林銘哲 

機二甲 1105103102 馮文凱 台灣北澤股份有限公司 蔡立仁 

機二甲 1105106241 黃暐泰 銘榮元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林銘哲 

機三乙 1104103201 李承翰 和庭實業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02 謝宗諺 沂錩實業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11 陳家維 新勝板金股份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13 徐珮瑜 鋐橋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15 莊宗為 東亮電機廠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16 廖柏勝 愛爾商意利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何信宗 

機三乙 1104103220 吳家瑜 崴新企業有限公司 劉昭恕 

機三乙 1104103222 鄭智中 震鴻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23 張宇辰 中鋼結構-竣騏工程 陳信宏 

機三乙 1104103224 張鈞棠 特典工業有限公司 何信宗 

機三乙 1104103235 鐘斌峰 中鋼結構-竣騏工程 陳信宏 

機三乙 1104103228 何皇毅 聰結企業有限公司 何信宗 

機三乙 1104103231 林思維 崴新企業有限公司 劉昭恕 

機三乙 1104103236 高敬恩 正信工業社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39 吳浩炘 富冠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41 蕭致凱 利宬工業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44 徐伯偉 勁喬實業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47 王金城 傳盛自動化有限公司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50 黃鴻翔 燦坤先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何信宗 

機三乙 1104103252 廖瑋航 佳訊電機工程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6127 呂振華 信銓興業有限公司 何信宗 

機三乙 1104106159 張仕伸 鄭雅惠建築師事務所 江家慶 

機三乙 1104103253 詹宗穎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振宗 

機三乙 1104103230 王藝儒 盛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三乙 1104103240 陳威宇 盛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三乙 1104103204 陳建銘 盛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三乙 1104103206 葉柏毅 台灣博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鄭良安 

機三乙 1104103209 門亭均 台灣博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鄭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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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三乙 1104103214 林聖閎 偉群製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48 李穎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三乙 1104103217 黃柏盛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三乙 2104103101 梁維純 全弘實業工程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乙 1104103254 林冠毅 正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珉玟 

機三乙 1104103207 王聆瑋 瑞鉅精密有限公司 陳道星 

機三丙 1104103306 劉烜誌 慶鴻汽車百貨裝璜百貨 劉昭恕 

機三丙 1104103307 陳弘宇 佰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金城 

機三丙 1104103311 陳傳勳 上華企業社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12 曾品元 強晉科技有限公司 李順晴 

機三丙 1104103313 陳緯澤 鑫億昌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14 李崇耀 石庫瀝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昭恕 

機三丙 1104103315 陳彥昊 濰昕企業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19 李柏叡 永隆企業社 劉昭恕 

機三丙 1104103320 謝嘉恒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鄭振宗 

機三丙 1104103322 李嘉祐 順利工作所 劉昭恕 

機三丙 1104103328 陳柏達 綦嘉工程行 鄭宗杰 

機三丙 1104103329 蔡旻翰 可力達科技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32 連志宏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宗杰 

機三丙 1104103334 蕭怡均 力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35 鄭伊傑 結善緣工業有限公司 劉昭恕 

機三丙 1104103340 鄭光為 線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李順晴 

機三丙 1104103341 鄭名修 佳興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徐金城 

機三丙 1104103342 陳建豪 仁昌科技有限公司 林明宏 

機三丙 1104103344 賴東揚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宗杰 

機三丙 1104103345 賴榮宏 泰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兆民 

機三丙 1104103346 呂秉哲 祥庭企業社 李順晴 

機三丙 1104103348 李鎔羽 華創車電技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鄭振宗 

機三丙 1104103349 蘇意淳 家徵工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順晴 

機三丙 1104103352 林佑宸 年晟企業有限公司 徐金城 

機三丙 1104103353 劉冠毅 友力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54 黃韋傑 台亞精機廠 方得華 

機三丙 2104103108 朱銘揚 宏記工業社 徐金城 

機三丙 1104103303 鍾翔亦 台灣福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方得華 

機三丙 1104103305 吳官融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振宗 

機三丙 1104103343 李嘉勝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南) 鄭振宗 

機三丙 1104107151 李彥衡 MIT信隆健康產業 賴榮哲 

機三丙 1104103347 許博欽 喬豐科技(深圳) 賴榮哲 



4 
 

班級 學號 姓名 公司 輔導老師 

機三丙 1104103326 陳彥宇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三丙 1104103310 郭鈺嗣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三丙 1104103351 伍哲漢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三丙 1104103317 賴柏勳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三丙 1104103350 陳世勳 赫比集團 林昭文 

機三丙 1104103308 江政憲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三丙 1104103301 劉育甫 正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珉玟 

機三甲 1104192101 黎超瑋 宇集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04 楊元凱 亞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05 黃俊嘉 順達重機起重行 蔡明章 

機三甲 1104103106 吳雨承 亞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09 簡林煒 申川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13 黃馨毅 宥銘興業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15 葉展成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宗杰 

機三甲 1104103120 邱彥鈞 旭宏汽車商行 劉昭恕 

機三甲 1104103124 許惠雅 禾蒼工程行 張志鋒 

機三甲 1104103130 張雅雯 建鋒企業社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33 劉睿佳 名暘工程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35 江俊霖 盟鉦金屬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36 謝豫璋 鎮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明章 

機三甲 1104103137 陳徽昇 宥銘興業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39 黃元呈 大信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40 鄭立彬 多越精密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42 林惟邦 金位企業社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45 陳信呈 東霖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志 

機三甲 1104103146 謝孟虔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三甲 1104103148 陳昕 大信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49 廖炎山 大亨興業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50 李智瑋 伸正實業有限公司 龐大成 

機三甲 1104103182 廖姿棱 旭宏汽車商行 劉昭恕 

機三甲 1104103134 牛伯翰 盛興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張國明 

機三甲 1104103111 陳柏愷 台灣博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鄭良安 

機三甲 1104103110 王同恩 MIT新麥電器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03122 吳梓齊 MIT連展科技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92109 郭以均 MIT六豐機械工業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03141 盧俊瑋 喬豐科技(深圳)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92113 張建雄 喬豐科技(深圳)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03129 蔡子祺 赫比集團 陳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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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三甲 1104103107 吳奕宏 赫比集團 陳昭先 

機三甲 1104103143 潘柏修 正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珉玟 

機三甲 1104103119 黃瀚緯 MIT連展科技 賴榮哲 

機三甲 1104103101 鄭鈞文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張志鋒 

機四乙 1103103249 周峮鋒 宗偉科技有限公司 何信宗 

機四丙 1103103313 吳家寬 孟駿螺絲五金有限公司 王珉玟 

機四丙 1103103341 張華彥 久展玻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珉玟 

機四甲 1103103149 黃習為 富凱立實業有限公司 徐金城 

機四甲 1103103112 劉奕廷 秀宇鑫興業有限公司 徐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