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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A1 校名：市立南港高工 職群：電機與電子群 科別：水電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39 日期：100.06.15 

廖澤融(男) 

130134002 

鄭仲原(男) 

130171001 

郝芳翊(女) 

130171003 

朱弘睿(男) 

130196001 

郭建德(男) 

130196002 

傅域(男) 

130196003 

吳禹宏(男) 

130196005 

鄒佳佑(男) 

130378001 

黃偉傑(男) 

130378003 

鄭怡祥(男) 

130461001 

張志輝(男) 

130493002 

趙寅臣(男) 

130493004 

郭士豪(男) 

130493005 

簡階吉(男) 

130493008 

邱崑豪(男) 

130493011 

闕帝豪(男) 

130493015 

劉嘉峰(男) 

130505003 

林泓均(男) 

130505004 

陳綦佑(男) 

130533002 

蔡佾叡(男) 

130535003 

林羽翔(男) 

130535004 

范家瑋(男) 

130545006 

陳羿旗(男) 

130555001 

吳兆祥(男) 

130555004 

陳金澤(男) 

130557001 

蕭贊育(男) 

130617002 

何繼光(男) 

130617005 

陳韋旭(男) 

130617007 

趙崇亦(男) 

130635002 

陳建發(男) 

130639004 

洪偉智(男) 

130671001 

吳彥儒(男) 

130672001 

彭語強(男) 

130673005 

羅明旭(男) 

130673006 

賴思穎(男) 

130678002 

陳信宏(男) 

130678006 

陳瑞文(男) 

130678011 

陳富誠(男) 

130684002 

林子翔(男) 

13068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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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A2 校名：市立南港高工 職群：機械群 科別：機械加工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36 日期：100.06.15 

李明達(男) 

130095002 

朱立凱(男) 

130095003 

韓可謙(男) 

130171004 

林承翰(男) 

130198001 

陳宇倫(男) 

130198003 

李岱陽(男) 

130378002 

張家豪(男) 

130415002 

向偉鈞(男) 

130442002 

黃彥齊(男) 

130493003 

周建緯(男) 

130493007 

郭哲宇(男) 

130493012 

鄭仁鈞(男) 

130505001 

范家銘(男) 

130505002 

王翊軒(男) 

130531001 

張志豪(男) 

130531003 

吳冠宏(男) 

130535001 

鐘偉齊(男) 

130535002 

張成安(男) 

130545003 

郭岳翰(男) 

130561001 

林豐傑(男) 

130588002 

蕭宇盛(男) 

130588003 

李旭原(男) 

130588005 

林楚翔(男) 

130588006 

戴嘉宏(男) 

130617004 

陳俊嘉(男) 

130635001 

張家豪(男) 

130665001 

郭彥良(男) 

130665003 

白崇賢(男) 

130665004 

穆德昀(男) 

130673003 

陳俊傑(男) 

130673004 

吳佩融(男) 

130678003 

曾明駿(男) 

130678005 

林其億(男) 

130678010 

湯詠安(男) 

130720002 

黃柏崴(男) 

130726001 

周聖和(男) 

13072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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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B1 校名：市立松山家商 職群：商業群 科別：銷售事務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32 日期：100.06.15 

陳霖彬(男) 

130046001 

林美葦(女) 

130196004 

王伊純(女) 

130198002 

張家瑜(女) 

130419003 

江宇宸(男) 

130455001 

林華恩(男) 

130461002 

李晉維(男) 

130493001 

陳宜雯(女) 

130493006 

邱崑瑜(女) 

130493013 

謝奇諺(男) 

130493014 

吳旻家(女) 

130509001 

李裕萌(男) 

130531002 

陳勝豪(男) 

130555002 

張廷宇(男) 

130555003 

曹可(女) 

130588004 

莊景涵(女) 

130612002 

張玟喻(女) 

130612003 

余聖玫(女) 

130621001 

黃暐婷(女) 

130639003 

鄭順雲(女) 

130639005 

陳妗汝(女) 

130665002 

林恒宇(男) 

130665005 

蔡佳妤(女) 

130673001 

鍾宜庭(女) 

130673002 

游承郁(男) 

130678001 

陳冠宏(男) 

130678004 

高筑宣(女) 

130678007 

鄭心茹(女) 

130678008 

陳羿伶(女) 

130678009 

陳映伃 (　 女) 

130718002 

吳家惠(女) 

130726003 

張芸溱(女) 

1307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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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C1 校名：私立稻江護家 職群：美容造型群 科別：美髮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女 錄取人數：6 日期：100.06.15 

蔡若凡(女) 

130095001 

陳儷文(女) 

130432001 

李真秀(女) 

130639001 

費緣宜(女) 

130639002 

程瑞怡(女) 

130668001 

王婉婷(女) 

130713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經第二階段再分發後仍未達開班人

數，則不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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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C2 校名：私立稻江護家 職群：美容造型群 科別：美顏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女 錄取人數：6 日期：100.06.15 

鄭宇彤(女) 

130540001 

彭亞晴(女) 

130552001 

汪佩瑤(女) 

130564001 

董映彤(女) 

130632001 

黃偉庭(女) 

130666001 

曾庭恩(女) 

130703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經第二階段再分發後仍未達開班人

數，則不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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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D1 校名：私立稻江高商 職群：餐旅群 科別：餐飲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8 日期：100.06.15 

李紘宇(男) 

130198004 

李信德(男) 

130442001 

陳保綸(女) 

130505005 

洪耀中(男) 

130531004 

高家駿(男) 

130545001 

甘曉寧(女) 

130611001 

陳柏綸(男) 

130717001 

許超傑(男) 

130720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經第二階段再分發後仍未達開班人

數，則不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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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E1 校名：私立開平餐飲 職群：餐旅群 科別：餐飲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8 日期：100.06.15 

劉嘉琳(女) 

130134001 

林盈君(女) 

130196006 

李若琪(女) 

130493009 

郭育瑋(男) 

130545005 

簡立絜(女) 

130609002 

黃銘煌(男) 

130609003 

馮德文(男) 

130626001 

王郁涵(女) 

130718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經第二階段再分發後仍未達開班人

數，則不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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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區 100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

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1 階段 錄取學生榜單 
校科代碼：30F1 校名：私立滬江高中 職群：餐旅群 科別：餐飲技術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不限 錄取人數：17 日期：100.06.15 

蘇芷瑄(女) 

130090002 

李信忠(男) 

130090005 

洪偉哲(男) 

130090007 

余東晉(男) 

130094001 

張禹牟(男) 

130547001 

胡晉豪(男) 

130578001 

高東平(男) 

130588001 

劉泰宏(男) 

130617001 

張宇麟(男) 

130617003 

張智麟(男) 

130617006 

許溦豔(女) 

130631001 

蕭至廷(男) 

130687001 

陳雨謙(女) 

130695001 

郭姿伶(女) 

130699001 

劉玉雯(女) 

130699002 

朱紘裕(男) 

130724001 

王如意(女) 

130724002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經第二階段再分發後仍未達開班人

數，則不予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