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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禮開始  

二、榮耀與責任 ─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暨技術士合格證書 

 

(1) 頒發 畢 業 證 書 日  校  代  表：高三丁侯孝儒 

  進  修  部代表：餐三甲黃國璘 

(2) 頒發 技術士合格證書 代 表 ： 時 三 甲 侯 茱 曦  

   

三、貴客盈門 ─ 介紹長官來賓 

  四、諄諄教誨 ─ 主席致詞 

                 董事長的勉勵 

長官來賓致詞 

     五、頒獎 

     六、感激在心頭 ─ 在校生致祝福詞 

                      畢業生致感恩詞 

     七、語重心長 ─ 師長的祝福 

 八、珍重再見 ─ 向師長行謝師禮 

畢業生、在校生相互行珍重再見禮 

九、永恆的記憶 ─ 唱校歌 

 十、禮成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109學年度 
日間部  第 49 屆 

進修部  第 46 屆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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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畢業典禮獲獎學生名單 

一、縣長獎：共 3名 

日校    進修部    

高三甲 黃子譯   餐三甲 陳威誠   

商三甲 齊樂雯       

 

二、議長獎：共 3名 

日校    進修部    

高三乙 戴舜昌   餐三甲 莊弈淳   

汽三乙 劉櫂安       

 

三、教育處長獎：共 26名 

日校代表 高三丙 蔡洪玉  進修部 餐三甲 梁家齊  
        

高三甲 張雅淳   餐三甲 梁家齊   

高三乙 蕭雅萱       

高三丙 蔡洪玉       

高三丁 侯孝儒       

汽三甲 謝茗豪       

汽三乙 劉櫂安       

汽三丙 蕭吉良       

汽三忠 黃冠睿       

資三甲 劉育瑄       

資三乙 潘帟絃       

子三甲 蔡柏安       

家電三甲 劉冠德       

觀三甲 何筱琳       

商三甲 齊樂雯       

多媒三甲 鄭芳宜       

餐三甲 楊佳鈺       

餐三乙 陳雅惠       

餐三丙 吳宜樺       

餐三丁 廖家萱       

餐三忠 劉怡芳       

餐三孝 吳姿慧       

時三甲 許毓蓁       

時三乙 張昱廷       

 以
自
己
雙
翼
飛
翔
的
鳥
兒 

永
遠
可
以
飛
的
更
高
、
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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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三丙 謝碧珊       

美三忠 康榜真       

        

 

四、民雄鄉鄉長獎：共 26名 

日校代表 資三甲 劉孟聞  進修部 餐三甲 黃國璘  
        

高三甲 陳鈺蓁   餐三甲 黃國璘   

高三乙 賴俊丞       

高三丙 吳仲軒       

高三丁 林耕廉       

汽三甲 蔡明鈞       

汽三乙 張庭偉       

汽三丙 何哲豪       

汽三忠 吳庭佑       

資三甲 劉孟聞       

資三乙 王柏文       

子三甲 郭子嘉       

家電三甲 林叢茂       

觀三甲 蘇雨倫       

商三甲 陣瑜瑄       

多媒三甲 徐亦葳       

餐三甲 張賀庭       

餐三乙 沈玉雪       

餐三丙 楊怡婷       

餐三丁 林筱畢       

餐三忠 張家苓       

餐三孝 歐雅莉       

時三甲 侯茱曦       

時三乙 羅子宣       

美三丙 曾心儀       

美三忠 蔡妮靜       

        

 

五、董事長獎：共 18 名 

日校代表 高三甲 李哲安  進修部 餐三甲 鄭淑莉  
        

高三甲 黃子譯   餐三甲 鄭淑莉   

高三甲 李哲安       

蕩
起
快
樂
的
雙
槳
，
迎
接
希
望
。 

張
開
翱
翔
的
翅
膀
，
追
逐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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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甲 陳鈺蓁       

高三甲 張雅淳       

高三甲 李玉玲       

高三甲 葉柏瑀       

高三甲 黃芊卉       

高三甲 謝佳紋       

高三甲 陳君婷       

高三甲 徐儀庭       

高三甲 蔡涴兒       

高三乙 戴舜昌       

高三丙 蔡洪玉       

高三丙 林孟燕       

高三丁 侯孝儒       

高三丁 林耕廉       

高三丁 李俊諺       

商三甲 齊樂雯       

        

        

六、校長獎：共 12名 
日校代表 多媒三甲 吳雨蟬      

        
高三丙 江芊樺       

高三丁 蔡瀞儀       

汽三乙 郭俊佑       

汽三忠 鍾建輝       

資三乙 江立傑       

子三甲 湯捷菘       

多媒三甲 吳雨蟬       

餐三乙 官子瑜       

餐三丁 陳心怡       

餐三孝 賴培瑜       

時三乙 王芷宜       

美三忠 李亮靚       

        

        

 

 

 

 

 

人
生
就
像
一
場
戲
劇
， 

世
界
好
比
一
座
舞
台
； 

今
日
有
我
主
演
， 

必
要
掌
聲
雷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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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會長獎：共 13名 

日校代表 餐三甲 蔡育誌      
        

高三甲 陳君婷       

高三乙 賴俊丞       

汽三甲 陳易成       

汽三丙 蔡進翰       

資三甲 蕭鈺潔       

家電三甲 李佶霖       

觀三甲 林怡暄       

商三甲 陳昱維       

餐三甲 蔡育誌       

餐三丙 吳欣樺       

餐三忠 黃承翔       

時三甲 黃佩玉       

美三丙 徐子晴       

        

        

八、各班學業成績優良獎：共 78名 

日校代表 家電三甲 劉冠德  進修部 餐三甲 陳威誠  
        

高三甲 黃子譯 張雅淳 陳鈺蓁 餐三甲 陳威誠  莊弈淳 梁家齊 

高三乙 戴舜昌 蕭雅萱 賴俊丞     

高三丙 蔡洪玉 吳仲軒 江芊樺     

高三丁 侯孝儒 林耕廉 蔡瀞儀     

汽三甲 謝茗豪 蔡明鈞 陳易成     

汽三乙 劉櫂安 張庭偉 郭俊佑     

汽三丙 蕭吉良 何哲豪 蔡進翰     

汽三忠 黃冠睿 吳庭佑 鍾建輝     

資三甲 劉育瑄 劉孟聞 蕭鈺潔     

資三乙 潘帟絃 王柏文 江立傑     

子三甲 蔡柏安 郭子嘉 湯捷菘     

家電三甲 劉冠德 林叢茂 李佶霖     

觀三甲 何筱琳 蘇雨倫 林怡暄     

商三甲 齊樂雯 陣瑜瑄 陳昱維     

多媒三甲 鄭芳宜 徐亦葳 吳雨蟬     

餐三甲 楊佳鈺 張賀庭 蔡育誌     

餐三乙 陳雅惠 沈玉雪 官子瑜     

餐三丙 吳宜樺 楊怡婷 吳欣樺     

有
熱
忱
的
心
，

做
事
能
深
入
，

有
關
懷
的
心
，

做
事
能
持
久
， 

有
執
著
的
心
，

做
事
能
持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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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三丁 廖家萱 林筱畢 陳心怡     

餐三忠 劉怡芳 張家苓 黃承翔     

餐三孝 吳姿慧 歐雅莉 賴培瑜     

時三甲 許毓蓁 侯茱曦 黃佩玉     

時三乙 張昱廷 羅子宣 王芷宜     

美三丙 謝碧珊 曾心儀 徐子晴     

美三忠 康榜真 蔡妮靜 李亮靚     

        

 

九、各班德行成績優良獎：共 25名 

日校代表 餐三乙 吳婉妮      
        

高三甲 李玉玲       

高三乙 劉婉柔       

高三丙 廖妤蓁       

高三丁 林耕廉       

汽三甲 謝茗豪       

汽三乙 張庭偉       

汽三丙 何哲豪       

汽三忠 蔡宗勳       

資三甲 劉育瑄       

資三乙 黃晟家       

子三甲 李文佐       

家電三甲 林叢茂       

觀三甲 何筱琳       

商三甲 吳姿瑩       

多媒三甲 蕭伊吟       

餐三甲 蔡云瑄       

餐三乙 吳婉妮       

餐三丙 羅高普       

餐三丁 林筱畢       

餐三忠 黃建生       

餐三孝 吳姿慧      

時三甲 黃煒娟     

時三乙 黃芃榛     

美三丙 王佩穎     

美三忠 簡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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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班實習成績優良獎：共 23 名 

日校代表 時三甲 李姿穎      
        

高三丁 林子銘       

高三丁 沈庭瑜       

汽三甲 謝茗豪       

汽三乙 劉櫂安       

汽三丙 林富義      

汽三忠 吳庭佑       

資三甲 劉孟聞       

資三乙 潘帟絃       

子三甲 蔡柏安       

家電三甲 劉冠德       

商三甲 葉芳毓       

多媒三甲 孫彗雅       

觀三甲 李尚勳      

餐三甲 鄭景壕     

餐三乙 賴宗昱     

餐三丙 廖士承     

餐三丁 陳博富       

餐三忠 蔡翔儒       

餐三孝 吳承翰       

時三甲 李姿穎       

時三乙 王芷宜       

美三丙 謝碧珊       

美三忠 張怡萱       

        

 

十一、體育表現優良獎：共 25名 

日校代表 高三丁 蕭安婷      

高三甲 吳鈺涵 汽三忠 吳庭佑 多媒三甲 邱泓賓 時三甲 黃佩玉 

高三乙 葉淑涵 資三甲 蕭宏翰 餐三甲 丁珮姍 時三乙 陳毓茹 

高三丙 林韋鴻 資三乙 李國賢 餐三乙 黃柏維 美三丙 蔡瑩蓉 

高三丁 蕭安婷 子三甲 許庭瑞 餐三丙 劉冠佑 美三忠 呂瓔祐 

汽三甲 毛嘉慶 家電三甲 廖育賢 餐三丁 高敬峰   

汽三乙 郭俊佑 觀三甲 郭昀林 餐三忠 黃鴻儒   

汽三丙 李護佑 商三甲 侯丞祐 餐三孝 葉駿科   

        

每一粒飽滿的種子裏面， 

都蘊藏著一個收穫的季節； 

每一個人的生命之海裏， 

都蘊藏著一顆顆成功的珠貝， 

而勤奮，正是打撈這些珠貝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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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國技藝競賽優良獎（含乙丙級證照）：682 名 

日校代表 美三丙 徐子晴      
        

美三丙 徐子晴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美髮金手獎 

時尚三甲 黃煒娟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美髮優勝 

時尚三乙 

高三丁 

餐三甲 

羅子宣 

沈庭瑜 

蘇建華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美顏優勝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餐飲服務優勝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中餐烹飪優勝 

多媒三甲 吳雨蟬   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電腦繪圖 優勝 

     

     

十三、建教合作班三年實習成績優良獎：共暫定 36 名 

日校代表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7人) 

美三忠 呂家蓁 周美娟 康榜真 黃俐穎 鄭伊庭 邱建富  

 呂瓔祐 周郁樺 張怡萱 劉于瑾 賴伊筠 林孟慧  

 李亮靚 柯鈺靖 曾寶儀 蔡妮靜 簡明儀   

        

日校代表  

車之坊汽車美容：( 2人)  

 汽三忠 吳聖篷 蕭崑祐      
        
        
        

 

        

        

日校代表   餐三忠  林妤軒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3人) 

餐三忠 沈楷庭 蔡翔儒 劉怡芳 黃承翔 黃美雯   

 周豪建 周祖兒      

        
        

 餐三孝 郭羿瓚 黃葶芸 柯貝妮 陳盈君    

 陳柏錞 歐雅莉      

        

        

阿里山美食館餐廳：(4人) 

餐三忠 王翔禾 薛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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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三孝 吳姿慧 賴培瑜      

        

十四、班級孝親楷模獎(陳文忠議員提供) ：共 25名 

日校代表 餐三丙 楊怡婷      
        

高三甲 王靖媛  商三甲 蘇堉維    

高三乙 林秋蓮  多媒三甲 林嘉芊    

高三丙 林淑惠  餐三甲 吳姿瑩    

高三丁 王春梅  餐三乙 劉士宏    

汽三甲 侯長志  餐三丙 楊怡婷    

汽三乙 簡佑程  餐三丁 廖家萱    

汽三丙 何哲豪  餐三忠 康盈盈    

汽三忠 張原嘉  餐三孝 柯貝妮    

資三甲 蕭宏翰  時三甲 李采玲    

資三乙 李國賢  時三乙 黃芃榛    

子三甲 蔡宇凱  美三丙 葉芷琦    

家電三甲 林國揚  美三忠 邱建富    

觀三甲 吳芸萱       

        
        

十五、班級學習認真獎(林淑完議員提供)：共 25名 

日校代表 子三甲 張芳銘      
        

高三甲 陳鈺蓁  子三甲 張芳銘    

高三乙 江芷昀  家電三甲 張育銓    

高三丙 王琮翔  觀三甲 吳書涵    

高三丁 劉宗俊  商三甲 吳柏萱    

汽三甲 謝茗豪  多媒三甲 劉繼仁    

汽三乙 賴憬泰  餐三甲 黃筠茜    

汽三丙 蕭吉良  餐三乙 張琪雅    

汽三忠 黃冠睿  餐三丙 林怡均    

資三甲 吳彥勳  餐三丁 林筱畢    

資三乙 簡嘉宏  餐三忠 林家榛    

餐三孝 歐雅莉       

時三甲 王鈺姍       

時三乙 林雪娟       

美三丙 陳盈蓁       

美三忠 康榜真       

        

十六、各界人士獎：共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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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校代表 餐三丁 林筱畢      

        
多媒三甲 周慧雅 文教基金會      

餐三丙 湯博硯 文教基金會      

餐三丁 林筱畢 文教基金會      

商三甲 林政翰 校友會      

商三甲 陳昱維 校友會      

餐三丙 王采翎 救國團      

        

        

        

        

 

十七、在校三年全勤獎：共 19 名 

日校代表 美三丙 徐嘉蓮      
        

高三甲 郭成業 黃子譯 葉柏瑀     

高三乙 江芷昀 何欣儒 林秋蓮     

高三丙 顏瑜萱 蘇桓瑩 蔡洪玉     

高三丁 連永豪 李旻豪 劉雅倫     

資三甲 盧建豐       

多媒三甲 周慧雅       

餐三乙 莊宜蓁       

餐三丙 吳宜樺 吳欣樺      

時三乙 林雪娟       

美三丙 徐嘉蓮       
        

十八、服務熱忱獎：共 39 名  

日校代表 觀三甲 蘇雨倫      
        

高三甲 蔡涴兒       

高三乙 劉浩宇       

高三丙 傅傳祐       

高三丁 王春梅       

汽三甲 吳明峻 毛嘉慶      

汽三乙 簡佑程       

汽三丙 吳冠霆 許進達      

汽三忠 鍾建輝       

資三甲 蕭鈺潔 吳彥勳     

人
， 

重
要
的
不
是
你
站
的
角
度
， 

而
是
你
思
想
的
廣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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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乙 葉柏辰      

子三甲 蔡柏安 余建諭 張芳銘    

家電三甲 李孟哲      

觀三甲 蘇雨倫 王憶馨     

商三甲 洪臆雅 吳姿瑩 瞿荃薇    

多媒三甲 周慧雅 陳奕丞 劉宇哲    

餐三甲 蘇建華 郭豐政     

餐三乙 李柏蓉      

餐三丙 黃冠凱 蔡綉莉     

餐三丁 蔡杰儒 廖家萱     

餐三忠 薛詠心      

餐三孝 黃承鈞      

時三甲 陳慧琳      

時三乙 林靖珊 王怡旋     

美三丙 何佩綺      

美三忠 蔡妮靜      

       
 

        

感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