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姓名 學業 班級 姓名 學業 班級 姓名 學業

綜高一1 王盈惇 80.7 普高二甲 李杰 81.6 普高三乙 吳澤霖 83.3

綜高一1 張婷絜 80.7 普高二乙 于哲 83.1 綜高三1 陳宥豪 85.1

綜高一1 梁善筑 80.0 綜高二1 蔡佳芸 85.6 綜高三1 李堃榮 81.6

綜高一1 許嵐婷 80.0 綜高二1 林沛庭 82.7 綜高三2 林芸慈 89.5

綜高一2 趙啟翔 89.0 綜高二1 盧宜君 82.0 綜高三2 蔡旻樺 88.1

綜高一2 王建閎 88.7 綜高二2 蘇佳成 90.9 綜高三2 林學妤 87.2

綜高一2 吳怡潔 87.0 綜高二2 潘聖如 90.2 綜高三2 卓志勳 86.6

綜高一2 王韋翔 85.6 綜高二2 簡蕎瑩 90.2 綜高三2 蘇品錡 85.7

綜高一2 鄭天信 85.4 綜高二2 顏銓清 84.3 綜高三3 張恩齊 87.7

綜高一3 吳家佑 91.8 綜高二3 翁瀗 95.7 綜高三3 吳冠賢 87.2

綜高一3 吳致豪 87.7 綜高二3 高郁凱 88.8 綜高三3 許育銘 86.6

綜高一3 陳冠宇 87.3 綜高二3 謝毓庭 87.9 綜高三3 柳彥廷 86.6

綜高一3 蔡昌龍 85.2 綜高二3 黃婷鈺 87.3 綜高三4 蘇佳益 92.4

綜高一4 洪銓均 91.0 綜高二4 姚品呈 88.6 綜高三4 陳冠瑋 90.3

綜高一4 簡志縓 90.5 綜高二4 陳柏彣 85.4 綜高三4 陳聖宏 86.3

綜高一4 洪裕勛 90.4 綜高二4 曹家銘 84.5 綜高三4 謝宏其 86.3

綜高一4 潘騰浩 88.9 綜高二4 盧煒中 82.1 綜高三4 楊皓安 86.0

綜高一4 李昱成 86.8 綜高二5 王振祿 89.9 綜高三5 林伯彥 91.5

綜高一5 羅韶詩 87.9 綜高二5 黃翎瑛 87.5 綜高三5 李明峰 89.5

綜高一5 高維羚 87.6 綜高二5 陳範居 85.1 綜高三5 張家瑋 89.0

綜高一5 蔡雨倘 87.4 綜高二5 蔡佳芳 84.7 綜高三5 蕭銘 82.5

綜高一5 蕭宇涵 86.9 綜高二5 鄭旭庭 84.5 綜高三5 陳峰成 80.0

綜高一5 石紫馨 86.4 綜高二6 葉彩瀅 88.0 綜高三6 陳怡帆 88.7

綜高一6 鄭銘源 92.1 綜高二6 顏妤倫 86.5 綜高三6 吳雅涵 84.0

綜高一6 顏瑜軒 89.8 綜高二6 陳司洋 86.3 綜高三6 黃禹嫣 83.6

綜高一6 王煜涵 89.8 綜高二6 黃瀅蓁 86.2 綜高三6 侯羽秦 83.4

綜高一6 洪雅萍 87.9 綜高二6 簡彣芯 85.4 綜高三6 邱培僑 82.4

綜高一6 劉潁萱 87.9 汽車二乙 李名翔 88.3 綜高三7 黃巧玉 89.4

汽車一甲 洪帷騰 86.8 資訊二甲 孫温新 92.6 綜高三7 簡郁潔 88.8

汽車一乙 楊上賢 89.9 資訊二甲 邱建榮 90.6 綜高三7 魏麗容 88.5

汽車一乙 許智翔 88.3 資訊二乙 洪佳欣 89.8 綜高三7 龍周平 88.3

汽車一乙 楊焜竹 86.2 資訊二乙 陳天行 88.2 綜高三7 郭玉琪 87.8

汽車一丙 洪益陽 91.2 資訊二乙 許雅雯 87.7 綜高三8 吳欣璇 87.4

汽車一丙 黃柏豪 88.8 資訊二乙 王舜平 87.1 綜高三8 許晏寧 87.4

汽車一丙 張弘儒 87.2 資訊二丙 黃高金覺 90.9 綜高三8 吳采燕 84.1



汽車一丙 林伯勲 86.2 資訊二丙 呂易霖 88.6 綜高三8 高聖瑋 84.0

汽車一1 郭同祐 89.7 資訊二1 簡毓漪 92.0 綜高三8 余蓁 83.8

汽車一1 陳韋霖 89.0 資訊二1 蔡黃靖庭 88.6 綜高三9 呂力賢 85.7

汽車一1 王章竹 88.0 資訊二1 張憶慧 86.9 綜高三9 古智尹 82.8

汽車一1 吳星柏 87.9 資訊二1 董家蓁 86.8 綜高三9 李孟軒 81.9

汽車一2 許藝哲 95.6 資訊二2 郭泓均 90.9 汽車三乙 林士凱 86.0

汽車一2 鐘睿維 92.5 資訊二2 劉吉瑞 89.1 汽車三1 呂俊佑 92.5

汽車一2 張書恒 88.4 資訊二3 陳玉珊 90.6 汽車三1 林育全 90.9

汽車一2 董嘉文 87.7 資訊二3 洪煒珉 89.1 汽車三1 莊百軒 89.1

汽車一2 李進益 87.6 資訊二3 張敏柔 88.9 汽車三1 謝政翰 87.9

資訊一甲 劉宇智 88.5 資訊二3 羅士凱 88.0 汽車三2 翁士軒 89.5

資訊一甲 曾彥鈞 88.3 資訊二4 安駿瑋 90.6 汽車三2 李展宗 88.2

資訊一甲 方祈翔 87.7 資訊二4 曾宇豪 90.1 汽車三2 葉宜明 88.1

資訊一乙 劉冠廷 91.4 資訊二4 王冠翔 88.4 汽車三2 賴啟東 86.1

資訊一乙 楊心汝 89.3 電子二甲 廖聰傑 86.6 汽車三3 鍾嘉彧 86.7

資訊一乙 洪郁晴 89.0 電子二甲 楊珈郡 86.1 汽車三3 鄭志龍 86.5

資訊一乙 康奕承 88.7 電子二1 李麗蓉 90.5 汽車三4 蘇峻毅 86.6

資訊一乙 顏學洋 88.1 電子二1 何玉蘭 89.6 資訊三甲 吳宗霖 89.7

資訊一丙 王冠翔 89.6 電子二1 李氏芳 89.4 資訊三甲 黃建心 88.0

資訊一丙 莊千嬑 89.4 電子二1 何玉星 89.2 資訊三甲 曾振家 87.3

資訊一丙 蔡雨靜 89.1 電子二2 石妹 86.6 資訊三甲 張育豪 86.9

資訊一丙 徐唯鑫 88.3 電子二2 葉南娟 86.6 資訊三乙 陳立倫 91.9

資訊一丙 賴柏宇 87.8 電子二3 陳永儀 89.0 資訊三乙 劉厚賢 87.6

資訊一丁 詹元豪 86.0 電子二3 黃光萍 88.3 資訊三丙 張楡 88.9

資訊一1 楊弘群 87.8 電子二3 陳熾麗 88.1 資訊三1 余明儒 89.2

資訊一1 黃建銘 86.9 電子二3 梁藝瑩 87.7 資訊三1 梁展維 86.2

資訊一1 張簡鳳英 86.4 電子二3 莫玉嬌 87.6 資訊三1 翁培庭 86.1

資訊一1 王子麟 86.2 電子二4 楊智良 88.7 資訊三2 林家盈 92.1

資訊一2 蘇上祺 93.0 電子二4 奚賢富 86.4 資訊三2 陳文雄 89.0

資訊一2 李宏德 90.4 電子二4 陳佩芝 86.2 資訊三2 蔡玉修 88.6

資訊一2 劉秉雄 88.3 機電二甲 丁品翔 93.6 資訊三3 黃佑仁 90.1

資訊一2 林靖淳 87.4 機電二乙 易佑翰 90.3 資訊三4 施玟伶 91.1

資訊一2 謝明銓 86.2 機電二乙 高林子恩 88.0 資訊三4 蔡明智 90.4

資訊一3 王兆鈺 88.2 機電二丙 潘世宏 88.4 資訊三4 翁曼庭 87.2

資訊一3 黃姿雯 88.2 機電二丙 閔世維 87.0 資訊三4 葉國盛 86.1

資訊一3 洪琮傑 87.3 機電二丙 柯建佑 86.7 資訊三5 林裕祥 89.4

資訊一3 陳智揚 86.2 機電二1 簡于皓 86.1 資訊三5 郭唐呈 88.9

資訊一4 蔣譯賢 89.6 機電二2 黃銘祥 86.2 資訊三6 邱宗洋 88.2

資訊一4 馮文麒 88.2 機電二3 蘇盈隆 88.2 電子三甲 張簡政野 90.9



電子一甲 陳俊菖 89.1 商營二1 李怡葶 92.0 電子三甲 劉鴻璋 87.1

電子一甲 余誠恩 88.8 商營二1 劉芝璇 91.8 機電三甲 林璽弘 87.4

電子一甲 紀乃睿 87.9 商營二1 蔡郡純 90.7 機電三乙 張恭豪 87.1

電子一乙 蔡育名 88.7 商營二1 蔡宛玲 87.8 機電三1 曾柏鈞 92.2

電子一乙 陳楷升 86.3 商營二2 鍾伊雯 89.4 機電三1 曾詠麟 90.0

電子一乙 蔡季霖 86.3 商營二2 周良瑛 86.1 機電三1 盧奕廷 89.4

電子一1 蘇美娟 90.6 資處二甲 呂振銘 89.1 機電三1 李昆翰 88.0

電子一1 溫光輝 89.5 資處二甲 楊麗琴 88.6 機電三2 陸丙龍 88.1

電子一1 鄧文超 89.3 資處二甲 吳啟榮 88.6 機電三3 馮志源 89.3

電子一1 張天鳳 89.2 資處二甲 郭詣培 88.3 機電三3 黃俊源 88.3

電子一1 凌福如 88.3 資處二乙 簡渝玲 90.4 機電三3 劉孟帆 88.3

電子一2 鄧美葉 90.8 資處二乙 劉士鳴 88.8 機電三3 黃寓聖 86.8

電子一2 孫起燕 90.3 資處二乙 蔡渝秀 87.8 商營三1 黃淑樺 90.0

電子一2 傅萬源 90.1 觀光二甲 吳珮喬 92.2 商營三1 鄭依真 89.1

電子一2 吳興榮 89.0 觀光二甲 簡嘉瑩 90.9 商營三1 蔡宜樺 88.8

電子一2 羅靖雯 88.8 觀光二甲 黃瑜旻 88.7 商營三1 李佳蕙 87.4

電子一3 葉明義 90.3 觀光二甲 莊怡靜 87.9 商營三2 林哲緯 93.1

電子一3 陳家德 89.6 觀光二乙 王品婷 88.1 商營三2 劉璇 92.1

電子一3 麥彩恆 89.4 觀光二乙 陳怡伶 87.5 資處三甲 陳懷得 89.0

電子一3 劉金靈 88.2 觀光二乙 陳思涵 86.6 資處三甲 林妤庭 88.2

電子一3 張文杰 88.2 觀光二丙 蔡佳芳 90.8 資處三甲 蕭秋玲 88.1

電子一4 洪銘業 88.9 觀光二丙 何雅靖 86.6 資處三甲 洪嘉吟 87.3

電子一4 楊秀麗 88.4 觀光二丙 呂姿儀 86.6 資處三甲 白恩瑄 86.3

電子一4 黃智源 87.7 觀光二丙 阮曉琪 86.1 資處三乙 高微雅 90.9

機電一乙 蔡承翰 86.9 餐飲二甲 陳宜萱 87.8 資處三乙 曾鈺倢 89.0

機電一乙 黃瑞儐 86.6 餐飲二甲 謝定謙 87.7 資處三乙 孫可兒 86.5

機電一丙 黃冠仁 87.2 餐飲二乙 呂家葳 89.9 資處三乙 吳怡璇 86.3

機電一2 黃冠彰 87.0 餐飲二乙 檀依靜 89.6 觀光三甲 洪韻婷 90.2

機電一2 王奕景 86.9 餐飲二乙 鄭雯心 87.2 觀光三甲 蕭兆揚 86.8

機電一3 袁浚銘 87.1 餐飲二乙 孫瓔妤 86.8 觀光三甲 馬莉婷 86.7

機電一3 吳淏騰 86.2 餐飲二乙 曾毓婷 86.2 觀光三甲 陳羿宇 86.3

機電一4 王逸霖 87.9 餐飲二丙 林欣穎 90.0 觀光三乙 吳巧敏 93.6

商營一1 黃佳卉 89.5 餐飲二丙 黃苑庭 88.7 觀光三乙 林思岑 90.1

商營一1 莊欣恩 88.9 餐飲二丙 沈妏蒨 87.4 觀光三乙 楊凱涵 89.4

商營一1 陳玉婷 88.5 餐飲二丙 李宛柔 87.4 觀光三乙 林答 89.3

商營一1 張宇萱 88.4 餐飲二丙 陳儀娟 87.0 觀光三乙 謝毓文 86.9

商營一2 許羽汶 90.4 餐飲二丁 朱士萱 93.8 觀光三丙 盧怡安 87.5

商營一2 呂沛晴 90.3 餐飲二丁 楊佳靜 88.3 餐飲三甲 盧怡絜 90.0

商營一2 鄞妙芳 88.4 餐飲二丁 黃紹程 87.5 餐飲三甲 黃姿萍 89.0



商營一2 高涵晴 88.3 餐飲二丁 吳育賢 86.8 餐飲三甲 謝依琳 87.4

商營一2 吳宜姿 87.6 餐飲二丁 盧禹岑 86.1 餐飲三甲 蕭靜芳 87.0

資處一甲 李明璇 90.5 餐飲二戊 劉冠逸 89.9 餐飲三甲 黃雅如 86.6

資處一甲 楊家期 90.0 餐飲二戊 薛鈺婷 87.9 餐飲三乙 潘沛岑 88.9

資處一甲 陳立蘐 88.2 餐飲二戊 徐家莉 87.1 餐飲三乙 余姿儀 88.3

資處一乙 吳仕傑 91.3 餐飲二戊 吳秀品 86.4 餐飲三丙 朱雯琪 88.8

資處一乙 洪偉哲 89.7 餐飲二戊 王瑋慶 86.0 餐飲三丙 吳佳蓉 88.5

資處一乙 徐玉樺 88.4 餐飲二己 蔡文馨 91.1 餐飲三丙 陳姿霈 87.4

資處一乙 夏敏珊 87.4 餐飲二己 洪珮淇 88.3 餐飲三丙 林柏叡 86.7

資處一乙 李雨蓁 87.4 餐飲二己 歐陽子晉 87.7 餐飲三丁 康莉旻 88.0

觀光一甲 李弘昱 89.3 餐飲二己 許向朋 86.3 餐飲三己 李英睿 89.6

觀光一甲 鍾安音 89.2 餐飲二庚 谷侃築 89.6 餐飲三己 李旭媛 88.5

觀光一甲 王馨柔 88.5 餐飲二庚 翁翊芸 87.9 餐飲三庚 張思涵 86.6

觀光一甲 王沛涵 87.6 餐飲二庚 楊宇傑 87.3 餐飲三1 黃婌瑛 87.7

觀光一甲 徐靖雯 87.3 餐飲二庚 黃秀筠 87.2 餐飲三2 郭智豪 87.1

觀光一乙 朱雅珍 91.0 餐飲二1 洪真華 89.3 餐飲三2 陳薇伊 86.9

觀光一乙 許詠晴 89.2 餐飲二1 姚宜欣 89.0 餐飲三3 蘇品嘉 87.3

觀光一乙 簡珮茹 86.6 餐飲二1 林亭鈴 88.5 餐飲三3 袁湘婷 86.6

觀光一丙 陳雁閔 90.1 餐飲二1 李沛情 87.8 餐飲三3 蔡智美 86.5

觀光一丙 邱淑真 89.9 餐飲二1 劉詩涵 87.4 餐飲三3 王姿婷 86.0

觀光一丙 徐顗霈 89.7 餐飲二2 蔡怡雯 87.1 餐飲三4 黃麗蓁 92.6

觀光一丙 簡子棻 89.6 餐飲二2 洪萍 86.8 餐飲三4 蕭上元 92.5

觀光一丙 張玴綸 89.4 餐飲二2 李佳錦 86.6 餐飲三4 楊茜雅 89.8

餐飲一甲 彭筠堤 93.3 餐飲二3 宋崇憲 89.5 餐飲三4 李佳芳 89.1

餐飲一甲 李宜庭 93.0 餐飲二3 曾婉茹 88.2 餐飲三4 甘佳加 88.9

餐飲一甲 林子卉 89.4 餐飲二4 邱羽綺 89.8 美容三1 關兆恩 86.0

餐飲一甲 林立其 89.0 餐飲二4 楊茜雯 89.2 綜職三甲 陳炳勳 88.8

餐飲一甲 黃鈺嘉 88.9 餐飲二4 余綺真 89.1 綜職三甲 李柏翰 87.4

餐飲一乙 張簡文慈 89.4 餐飲二4 楊茜茹 89.1 綜職三乙 江典諭 87.7

餐飲一乙 張皓鈞 88.1 幼保二甲 葉芃妤 90.5 綜職三乙 周秩輝 87.7

餐飲一乙 陳禹伸 87.9 幼保二甲 陳幼珊 89.5 綜職三乙 劉宇祥 87.1

餐飲一乙 洪祺淵 87.8 幼保二甲 周筱珊 86.6 綜職三丙 黃國庭 88.6

餐飲一乙 張乃文 87.6 美容二甲 劉昕玫 90.2 綜職三丙 姚竣翔 88.1

餐飲一丙 蔡宜臻 88.3 美容二甲 郭憶萱 88.7 綜職三丙 陳國財 87.6

餐飲一丙 郭羿廷 87.7 美容二甲 王幼淳 88.0 汽修三智 林羿江 90.0

餐飲一丙 蔡舒薇 87.6 美容二甲 張乙芳 87.6 汽修三智 王若蓉 85.3

餐飲一丙 蔡繼賢 87.3 美容二1 梁淳綺 88.0 汽修三智 林冠仰 85.1

餐飲一丙 黃靖霓 86.3 綜職二甲 黃敏華 92.0 汽修三勇 王仕杰 86.8

餐飲一丁 莊子萱 88.9 綜職二甲 李佩蓮 90.0 餐飲三智 陳怡晴 85.5



餐飲一丁 許汶伶 88.7 綜職二甲 林品辰 88.6 餐飲三仁 張婉宜 89.2

餐飲一丁 吳怡萱 88.4 綜職二乙 張亦玲 92.0 餐飲三仁 張簡玟寧 88.6

餐飲一丁 黃妍慈 88.2 綜職二乙 魏裕堂 89.8 餐飲三仁 曾宛儀 88.3

餐飲一丁 洪大淑 88.2 綜職二乙 陳俊岑 88.4 烘焙三智 劉彥舲 90.1

餐飲一戊 黃莉庭 89.5 綜職二丙 洪湘淇 90.7 烘焙三智 黃靜玲 90.0

餐飲一戊 黃芸芊 87.9 綜職二丙 鄭基宏 88.7 烘焙三智 陳怡萱 89.3

餐飲一戊 黃子瑜 87.7 綜職二丙 黃鉦傑 88.7 中廚三智 塗詠晴 85.4

餐飲一戊 洪珮紜 87.1 汽修二智 鄭柏昱 87.1 美髮三智 洪佳茵 88.9

餐飲一戊 朱珈妏 86.8 汽修二智 林秀旺 86.7 美髮三智 張簡彩伶 88.9

餐飲一庚 項怡喬 88.4 汽修二智 劉原伯 86.7 美髮三智 鄭伊珊 86.9

餐飲一庚 吳芊蓉 88.1 汽修二仁 賴昱揚 85.7 媒體三智 林美卿 88.6

餐飲一庚 陳羿憓 88.1 汽修二勇 張郁婕 90.4 媒體三智 黃禹智 87.2

餐飲一庚 謝涵瑜 86.3 汽修二勇 林旻葦 88.4 媒體三智 李伊真 86.7

餐飲一1 柯佳妏 89.9 汽修二勇 蔡汯澍 87.2

餐飲一1 宋姿穎 88.6 餐飲二智 鍾佳芸 90.2

餐飲一1 陳晴妤 88.4 餐飲二智 柯家程 90.0

餐飲一1 劉曉雯 88.3 餐飲二智 潘鈺雯 89.3

餐飲一1 徐微 87.8 餐飲二仁 高靖純 89.4

餐飲一2 林昕靓 89.4 餐飲二仁 李韋郳 88.9

餐飲一2 林耀輝 88.4 餐飲二仁 李宛靜 86.9

餐飲一2 陳奕雯 88.1 餐飲二勇 邱淑珍 93.2

餐飲一2 洪湘螢 88.0 餐飲二勇 蕭美娟 89.9

餐飲一2 侯育霖 87.9 餐飲二勇 邱挺芸 87.4

餐飲一3 蔡承偉 87.8 中廚二智 陳可緣 92.9

餐飲一3 曾淑貞 87.5 中廚二智 江韻如 90.2

餐飲一3 陳宣蓉 86.3 中廚二智 黃妍嬛 88.5

餐飲一3 曾儀欣 86.0 美髮二智 吳怡萱 91.5

餐飲一4 陳銘信 89.3 美髮二智 蘇璉貞 88.3

餐飲一4 鄭宜蘋 88.9 美髮二智 蔡依亭 87.9

餐飲一4 陳玟潔 88.8 媒體二智 蔡慶彰 89.8

餐飲一4 林于庭 87.9 媒體二智 王子洪 89.2

餐飲一4 陳湘庭 87.6 媒體二智 吳哲丞 88.8

餐飲一5 周慧涓 90.5

餐飲一5 曾珮淇 89.6

餐飲一5 羅佳嘉 88.3

餐飲一5 陳念茸 88.1

幼保一甲 鄭玉媚 91.8

幼保一甲 戴維儀 90.4

幼保一甲 黃渝庭 90.3



幼保一甲 紀懷慈 90.1

幼保一甲 陳映慈 90.1

美容一甲 梁瑀甄 88.4

美容一甲 洪靖惠 87.3

美容一甲 李芳慈 86.4

美容一1 林佳諭 88.2

美容一1 黃雅暄 86.6

美容一2 張峻嘉 91.1

美容一2 劉芷寧 87.7

美容一2 劉芷君 86.1

綜職一甲 曾婉婷 91.1

綜職一甲 宋雅雯 89.1

綜職一甲 陳冠旻 87.4

綜職一乙 王嘉慧 87.3

綜職一乙 林家慧 86.9

綜職一乙 黃詩雯 86.7

綜職一丙 洪慶笙 89.1

綜職一丙 李容驊 88.5

綜職一丙 張政揚 87.4

汽修一仁 張簡資益 86.0

汽修一勇 陳銘凱 85.0

餐飲一智 劉明明 92.7

餐飲一智 巴郁萍 90.2

餐飲一智 林雅涵 89.8

餐飲一仁 顏巧婷 91.8

餐飲一仁 陳欣愉 90.8

餐飲一仁 郭沛妤 90.4

餐飲一勇 辛佩蓉 90.3

餐飲一勇 陳依婷 88.6

餐飲一勇 楊慧蓮 88.6

中廚一智 黃羿霖 89.7

中廚一智 張智淵 87.4

中廚一智 吳柏毅 87.0

美髮一智 郭憶萱 86.4

美髮一智 黃愉雯 85.2

美髮一仁 陳怡安 89.7

美髮一仁 陳怡如 88.3

美髮一仁 楊郁婕 87.9

媒體一智 林建篁 89.6



媒體一智 許皓翔 88.9

媒體一智 王佳琳 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