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機械系產學訓專班校外實習企業及學生名單一覽 

一、 台北、新北地區 

項

次 
確定實習企業登記 區域 地址 

人

數
學生名單 輔導老師 

1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 66 號 3 

何俊佑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8 

黃盈琪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7 

黃韋榮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4 

李仕宇 

2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 69 號 3 

劉冠緯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2 

李明威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9 

熊瑋婷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9 

吳明川 

3 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自由街 2號 10

邱暄凱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6 

劉家富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0 

鄭漢傑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4 

戴子庭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7 

邱胤齊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8 

李昱錞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1 

林子揚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0 

曹振華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5 

林育民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5 

溫承恩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4 

許志明 

4 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 121 號 2 
郭彥甫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7 

古玠承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6 
吳明川 

5 圜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路 110 號 5 

簡靖昌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4 

呂胤廷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6 

丁宇漢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1 

吳佩蓉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2 

林泰羽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7 

王建評 



6 連傑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保新街 97 號 3 

陳志鑫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1 

張翰林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3 

蘇韋安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6 

韓麗龍 

7 達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 1號 4樓 D

室 
2 

周斌元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3 

盧冠瑜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3 
李仕宇 

8 洋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

號 18 樓之 3 
1 郭宗瑋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7 蔡定江 

9 大華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533號 2 

蕭振坤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9 

許博勝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1 
蔡定江 

10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 123 號 4 

蔡依庭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3 

葉奕宏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7 

郭文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4 

謝汶諺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8 

葉奕良 

 

 

 

 

 

 

 

 

 

 

 

 

 

 



二、 桃園地區 

項

次 
確定實習企業登記 區域 地址 

人

數
學生名單 輔導老師 

11 啓銘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535號 9 

洪敏倫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8 

王重傑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4 

梁向榮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1 

黃政鈞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8 

洪維劭 訓四機一甲 10730B550 

程柏維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6 

楊子毅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9 

杜宗翰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2 

鄒嘉祐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5 

莊賀喬 

12 樺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水源路 919 號 1 陳昱君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9 蔡定江 

13 久霆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 130 號 2 
劉柄漢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7 

周志鵬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4 
蔡定江 

14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二段334號 1 巫政良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2 陸元平 

15 易發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工業三路五號 4 

鐘梓榕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3 

陳韻介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5 

林則愷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1 

譚博宇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3 

王建評 

16 民暘股份有限公司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工業區工業

一路 5號 
2 

藍文鴻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4 

楊金豫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5 
汪家昌 

17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興華路 23 號 1 張哲綸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5 蔡定江 

18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興中街 9號 4 

徐浙瑋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2 

張藝真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6 

黃晨恩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8 

林嘉俊 訓四機一乙 10730B650 

吳明川 



19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三號 4 

許中瑜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1 

盧奕亨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9 

莊瀚洲 訓四機一乙 10730B618 

林家揚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9 

陸元平 

20 連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385號 5 

魏浩行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5 

林柏宇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9 

張佑全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0 

林錦宏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0 

馬詠峻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8 

陸元平 

21 瑞健股份有限公司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六福路 36 號 6 

陳融潤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9 

邱俊豪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2 

李昀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5 

柯泯聖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6 

呂威潤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0 

邱睿陞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7 

韓麗龍 

22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205巷

45 號 
5 

李威儒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2 

鄭立鑫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3 

曾煒群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1 

顏子揚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3 

劉易蟬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0 

許書涵 

23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盧竹區海湖東路 175 號 2 
楊奕儒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2 

李承恩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8 
李仕宇 

24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觀音分公司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一段528號 2 

徐照荏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3 

林立家 訓四機一甲 10730B537 
蔡定江 

25 衡宏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一路 6號 1 廖子勛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0 蔡定江 

26 春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 236 號 1 謝仁馗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6 蔡定江 

 



三、 新竹、新竹縣地區 

項

次 
確定實習企業登記 區域 地址 

人

數
學生名單 輔導老師 

27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

學工業

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力行六路 5號 2 
陳政良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4 

何季寰 訓四機一乙 10730B641 曾釋鋒 

28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 3號 9 

施宜輝 訓四機一甲 10730B504 

陳佳緯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2 

趙士淵 訓四機一甲 10730B518 

陳永承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0 

石育誠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6 

杜京翰 訓四機一甲 10730B527 

許捷硯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9 

王育揚 訓四機一乙 10730B622 

黃健維 訓四機一乙 10730B631 

曾釋鋒 

29 
協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北

路 2號 
2 

羅芳儀 訓四機一甲 10730B545 

陳泓銘 訓四機一乙 10730B606 韓麗龍 

※108 學年第一學期未參加校外實習：訓四機一甲方連佑(10730B535) 訓四機一甲楊致謙(10730B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