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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園三智 王品淳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園三智 洪慈霙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園三智 康瑞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園三智 張嘉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郭貝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陳又慈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園三智 黃立葳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園三智 黃昭瑋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園三智 葉沅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園三智 熊青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園三智 鄭安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智 薛天惠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保健科技組 

園三智 謝沂臻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智 古鎮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吳仲堃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園藝暨景觀科 

園三智 林子珽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園三智 林伯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林芳正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園三智 林墨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園三智 徐紀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園三智 高誠恩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 輪機科 

園三智 許博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智 陳上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陳冠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智 黃竣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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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升科技校院及大學榜單 

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園三智 黃鈞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園三智 溫政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智 詹博驗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園三智 詹期舜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蔡明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智 蔡培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園三智 蔣為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盧彥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謝承達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園三智 謝秉叡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智 魏均倫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保健科技組 

園三仁 吳欣育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仁 吳偲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李海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周琬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園三仁 林子瑀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園三仁 洪文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園三仁 胡譯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園三仁 郭芮彤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園三仁 陳芊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園三仁 曾玳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園三仁 曾郁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園三仁 黃靖惠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園三仁 蘇品瑜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園三仁 王冠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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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園三仁 王昱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園三仁 王柏勳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園藝暨景觀科 

園三仁 王紹安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園三仁 李彥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洪丞毅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園三仁 洪嘉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徐肇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仁 張育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仁 張易鎧 嘉南藥理大學 保健營養系 

園三仁 陳仲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陳泊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黃研諭 嘉南藥理大學 保健營養系 

綜高 303 邵子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綜高 303 曹書愉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綜高 303 陳儀菱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綜高 303 蔣儀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綜高 303 黎素心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綜高 303 蕭如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綜高 303 林哲緯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進修部) 

綜高 303 林聖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綜高 303 邱塘意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加工與醱酵烘焙組 

綜高 303 邵長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綜高 303 范家豪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綜高 303 曹子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綜高 303 陳冠錸 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加工與醱酵烘焙組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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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綜高 303 楊子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綜高 303 董冠誼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綜高 303 鄭永祺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綜高 303 謝明曄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綜高 303 蘇建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