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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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機械群 科別：汽車修護科 

上課時間：日間 性別：不限 錄取人數：39  日期：102.06.13 
     

蘇惟亮(男) 簡廷翰(男) 李蘊晟(男) 蘇毓閎(男) 朱建治(男) 
130090002 130171003 130188001 130196009 130198001

馬賀(男) 李崇豪(男) 曾昱憲(男) 賴弘傑(男) 洪碩懋(男) 
130415007 130432001 130432002 130493003 130505001

許瑜哲(男) 溫于萱(女) 陳漢霖(男) 趙映傑(男) 黃威誠(男) 
130505004 130505006 130505007 130533001 130535001

謝文豪(男) 陳履奇(男) 陳健鴻(男) 陳任俞(男) 陳嘉洛(男) 
130547001 130547002 130555001 130555003 130561002

林蔚岑(男) 陳賢儕(男) 邱奕仁(男) 楊允灝(男) 陳宥辰(男) 
130561004 130582001 130588002 130607001 130612001

陳士亨(男) 許宏維(男) 曹現翔(男) 陳恩奇(男) 劉政勳(男) 
130612004 130631001 130670001 130671002 130673001

李軒宇(男) 林松霖(男) 秦裕欣(男) 劉峻甫(男) 任泓(男) 
130673002 130681001 130681002 130681003 130726002

陳志峰(男) 林彰宏(男) 黃益家(男) 張同旭(男)  
130726003 130769001 130790003 13079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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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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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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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期：102.06.13 
     

蔡佳辰(女) 張珈榕(女) 蘇宸馨(女) 陳信元(男) 欒琳(女) 
130071001 130171001 130196001 130277001 130415008

高于涵(女) 張嘉陸(男) 羅方妤(女) 賴明川(男) 吳柏均(男) 
130451001 130493002 130493004 130493005 130505002

邱亦丞(男) 鄭仁傑(男) 黃筱涵(女) 黃韋凱(男) 李博軒(男) 
130505003 130505005 130561006 130561007 130612002

周鈺凱(男) 鍾惟晴(女) 蔡佩萱(女) 李宗哲(男) 郭羽珊(女) 
130631003 130670002 130671001 130673003 130673004

張育維(男) 林秉娴(女) 林宣儒(女) 吳宜蓁(女) 陳思潔(女) 
130678002 130678004 130697002 130718001 130726001

許紫姸(女)      
13076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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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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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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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造型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女 錄取人數：0 日期：1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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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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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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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造型科 

上課時間：夜間 性別：女 錄取人數：2 日期：102.06.13 
   

     楊茜貽(女)       陳宣谷(女)  
 130621001 1307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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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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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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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期：102.06.13 
    

       劉銘揚(男)       葉宇凡(男)    許峻維(男) 
130493006 130533002  13068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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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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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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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期：102.06.13 
     

詹蕎語(女) 陳怡瑄(女) 林佳穎(女) 史雅萱(女) 張家瑋(男) 
130217001 130509001 130534001 130617001 130678001

呂青哲(男) 姚閎仁(男) 許凱翔(男) 陳家榮(男) 王柏勛(男) 
130697001 130741001 130752002 130752003 130768001

陳柏名(男) 詹勝彤(男)     
130768002 13076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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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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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台北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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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日期：1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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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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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