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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100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第 2 階段錄取榜單 

 
(一)      市立南港高工水電技術科   共錄取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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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期：100.08.04 

廖正益(男) 

230535002 

李欣豪(男) 

230555001 

 

 

(二)      市立南港高工機械加工科   共錄取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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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100.08.04 

闕智文(男) 

230535003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三)      市立松山商職銷售事務科   共錄取 1 人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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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100.08.04 

連一修(男) 

2307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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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私立稻江護家美髮技術科   共錄取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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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100.08.04 

許佩雯(女) 

230739003 

陳若穎(女) 

230739005 

李宜儒(女) 

 230739006 

張家倚(女) 

 230761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五)      私立稻江護家美顏技術科   共錄取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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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期：100.08.04 

卓于汝(女) 

230092001 

李欣玫(女) 

230440001 

陳美宏(女) 

230492001 

吳亞庭(女) 

230494001 

胡雅媗(女) 

230632001 

陳詩雅(女) 

230632002 

蕭椀云(女) 

230678001 

陳芊樺(女) 

230739004 

陳品璇(女) 

230760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六)      私立稻江商職餐飲技術科   共錄取 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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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日期：100.08.04 

李尚哲(男) 

230718001 

留啟偉(男) 

230745001 

何俊翰(男) 

230745002 

楊曜維(男) 

230745003 

簡詩修(男) 

230745004 

林雅珍(女) 

230745005 

王秉鴻(男) 

230745006 

吳威霖(男) 

230745007 

林致岑(男) 

230745008 

張雯琳(女) 

230745009 

昌佳儀(女) 

230745010 

陳鈺惠(女) 

230745011 

陳思涵(女) 

230745012 

李奕萱(女) 

230745013 

陳守德(男) 

230745014 

陳玟璇(女) 

230745015 

陳暐傑(男) 

230745016 

林育嬋(女) 

230745017 

侯俊任(男) 

230745018 

高沛誼(女) 

23074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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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依庭(女) 

230745020 

呂光耀(男) 

230745021 

林家禾(男) 

230745022 

陳毓庭(女) 

230745023 

楊開鈞(男) 

230745024 

黃威傑(男) 

230745025 

王威智(男) 

230745026 

吳柏翰(男) 

230745027 

李靜慧(女) 

230745028 

駱允華(女) 

230745029 

施雅寧(女) 

230745030 

戴子傑(男) 

230745031 

周資凱(男) 

230745032 

莊博淵(男) 

230745033 

陳秀莉(女) 

230745034 

洪威程(男) 

230745035 

王炳欽(男) 

230745036 

張玉嬿(女) 

230745037 

柯錦蓉(女) 

230745038 

游勝凱(男) 

230745039 

葉俊賢(男) 

230745040 

楊容慈(女) 

230745041 

賴韻安(女) 

230745042 

林衍宏(男) 

230745043 

黃莉茹(女) 

230745044 

湯舜智(男) 

230745045 

黃柋元(男) 

230745046 

羅欲文(女) 

230745047 

林詩峰(男) 

230745048 

李宗軒(男) 

230745049 

徐于涵(女) 

230745050 

江信義(男) 

230745051 

胡周岱弘(男) 

230745052 

王奕尊(男) 

230745053 

曾鈺賢(男) 

230745054 

楊茽程(男) 

230745055 

鍾宇發(男) 

230745056 

蔡幃俐(女) 

230745057 

陳友賢(男) 

230745058 

梁楚翎(女) 

230745059 

康雅惠(女) 

230745060 

陳景益(男) 

230745061 

葛友志(男) 

230745062 

李世修(男) 

230745063 

古博文(男) 

230745064 

劉羽庭(女) 

230745065 

張宇萱(女) 

230745066 

程文鴻(男) 

230745067 

陳莉娟(女) 

230745068 

林芳妤(女) 

230745069 

洪鼎皓(男) 

230745070 

李冠賢(男) 

230745071 

林冠霖(男) 

230745072 

朱昱達(男) 

230745073 

賴俞如(女) 

230745074 

陳懷德(男) 

230745075 

吳瑞真(女) 

230745076 

陳姿伶(女) 

230745077 

陳皓禹(男) 

230745078 

莊庭瑜(女) 

230745079 

潘晨皓(男) 

230745080 

張峻維(男) 

230745081 

鍾佩岑(女) 

230745082 

陳諺枚(女) 

230745083 

林詩涵(女) 

230745084 

鄭焙元(男) 

230745085 

賴均維(男) 

230745086 

兆亨(男) 

23074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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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私立開平餐飲餐飲技術科   共錄取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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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4 

黃耀緯(男) 

230739002 

邱以諾(男) 

230741001 

張思怡(女) 

230741002 

陳俊宇(男) 

230741003 

潘彥銘(男) 

230741004 

陳禹縉(男) 

230741005 

蕭宇倫(男) 

230741006 

林相儒(男) 

230741007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八)      私立滬江高中餐飲技術科   共錄取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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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100.08.04 

孔廷禎(男) 

230046001 

周秉竺(男) 

230419001 

徐悠然(女) 

230741008 

高士翔(男) 

230752001 

備註：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數為 25 人，如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