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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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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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102.07.26 

    

呂韋辰(男) 周彥霆(男) 陳學凱(男) 馬孝先(男) 

230415002 230415003 230535001 23054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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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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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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期：102.07.26 

     

徐梓育(男) 羅子祐(男) 賴明威(男) 王雯鈺(女) 李怡妮(女) 

230071001 230442001 230684001 230745001 23086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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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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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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102.07.26 
 
 
 

洪麗荃(女) 
2308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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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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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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期：102.07.26 

     

畢語軒(女) 陳羿蓁(女) 郭亭妤(女) 廖于萱(女) 鄭宇恩(女) 

230872001 230872002 230872003 230872004 230872005 

孫詩涵(女) 余翊菱(女) 賴昱學(女) 陳姿亦(女)  

230872006 230872007 230872008 2308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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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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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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日期：102.07.26 

     

李威昇(男) 陳 穎(男) 董杰(女) 紀柏亨(男) 陳晉德(男) 

230198001 230432002 230684002 230718001 230741001 

李承翰(男) 李慶晟(男) 林彥廷(男) 宋政彥(男) 林志宇(男) 

230741002 230741003 230741004 230741005 230741006 

陳義肪(男) 劉百翊(男) 蔡承熹(男) 吳品賢(男) 楊盛宇(男) 

230741007 230741008 230741009 230741010 230741011 

王冠勛(男) 李儒安(男) 胡譯中(男) 黃子峻(男) 鄭語童(女) 

230741012 230741013 230741014 230741016 230741018 

李至玉(女) 王莉婷(女) 傅暄(女) 黃靖茹(女) 陳艾伶(女) 

230741019 230741020 230741021 230741022 230741023 

郭駿榮(男) 陳孟亭(女) 鄭如涵(女) 陳昭銘(男) 陳宗鑫(男) 

230741024 230741025 230741026 230741027 230741028 

黃冠銘(男) 葉庭愷(男) 陳湘達(男) 謝富強(男) 蔡淞麒(男) 

230741029 230741030 230741031 230741032 230741033 

朱峻毅(男) 劉立文(男) 王昶憲(男) 陳冠辰(男) 林昱辰(男) 

230741034 230741035 230741036 230741037 230741038 

陳俊瑋(男) 吳東魁(男) 蔡承翰(男) 余承育(男) 黃建祐(男) 

230741039 230741040 230741041 230741042 230741043 

陳崎修(男) 余啟源(男) 張瑜珊(女) 賴佳妤(女) 郭玟卉(女) 

230741044 230741045 230741046 230741048 230741049 

鄧亦淇(女) 童妍綾(女) 鍾采齡(女) 張筠(女) 蘇雨柔(女) 

230741050 230741051 230741052 230741053 23074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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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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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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日期：102.07.26 

     

林庭如(女) 李娸嘉(女) 黃婷亭(女) 莊濘銀(女) 王升孝(男) 

230741055 230741056 230741057 230741058 230741059 

王宏誠(男) 王宥傑(男) 鄭合沂(女) 陳嘉容(女)  

230741060 230741061 230741062 23074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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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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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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期：102.07.26 

     

張修銘(男) 張國豪(男) 林翰維(男) 林少庭(男) 江佩慈(女) 

230378001 230432001 230745002 230874001 230874002 
 

 

30E1 - 第 1 頁，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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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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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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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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