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10 頁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1 學年度免試入學招生榜單 

科組 學生姓名 畢業學校名稱 錄取 順位 

資料處理科 蔡宜茹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資料處理科 林嘉修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資料處理科 鄧瑋婷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資料處理科 郭羽庭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資料處理科 王柏仁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資料處理科 林玳萱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資料處理科 王詩文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   

資料處理科 鄔咏璇 新北市立明志國中   

資料處理科 易  巧 新北市立中和國中   

資料處理科 董蕙綺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資料處理科 康方榕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資料處理科 陳碩晟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資料處理科 李明哲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資料處理科 吳依蓉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資料處理科 蘇家弘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資料處理科 吳柔慧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資料處理科 魏琦芳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資料處理科 張銥庭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資料處理科 陳湘陵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資料處理科 葉丞偉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料處理科 翁筱芸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料處理科 沈思綺 新北市立萬里國中   

資料處理科 范晁維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資料處理科 高欣慈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資料處理科 林虹汝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資料處理科 林于軒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料處理科 郭靜庭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料處理科 許晊葟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料處理科 簡嘉偉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料處理科 黃笛溶 新北市立三多國中   

資料處理科 張嘉萍 臺北市立民權國中   

資料處理科 顏雋岳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資料處理科 王辰揚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資料處理科 陳韋融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料處理科 華昱瑄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料處理科 呂文慈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料處理科 陳薇凌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料處理科 朱曼菁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料處理科 黃佳歆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資料處理科 許絲亭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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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 蔡妮倪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會計事務科 許家榛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會計事務科 連育苑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會計事務科 陳宜玟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會計事務科 徐瑋欣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會計事務科 張又寬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會計事務科 陳思伶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會計事務科 彭靖雯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會計事務科 呂香瑩 新北市立新埔國中   

會計事務科 蘇品如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會計事務科 陳念慈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會計事務科 黃新智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會計事務科 張家峻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會計事務科 劉羿昀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會計事務科 鄭加鈺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會計事務科 許文玲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會計事務科 郭紀汝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會計事務科 黃靖翔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會計事務科 謝佳樺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會計事務科 吳侑潔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會計事務科 江思瑩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會計事務科 黃嘉豪 新北市立坪林國中   

會計事務科 林姿君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會計事務科 李旻霖 新北市立光復國中   

會計事務科 張嘉云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會計事務科 鄭淯芩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簡銘慶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陳咨穎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邱彥禎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洪雅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林億欣 臺北市立興福國中   

會計事務科 楊佳勳 臺北市立誠正國中   

會計事務科 洪君瀚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會計事務科 陳昱伶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會計事務科 魏妤茜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李律旻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會計事務科 黃莉淇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會計事務科 邱家恩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會計事務科 蔡宗廷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會計事務科 周相蓉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會計事務科 黃虹瑞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冠戎 私立徐匯高中   

商業經營科 林于婷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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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營科 蔡思涵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商業經營科 李琇梅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商業經營科 蔡政原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商業經營科 張力蘋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商業經營科 郭柏毅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商業經營科 李柏靜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商業經營科 沈若禪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商業經營科 朱姵璇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商業經營科 林姿佑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思佳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商業經營科 鄭劭慈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怡吟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商業經營科 李書儀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商業經營科 呂奕璇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商業經營科 花佩岑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商業經營科 徐子涵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商業經營科 何佩旂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商業經營科 林依婷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商業經營科 吳佩臻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雅婷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商業經營科 許淳茹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商業經營科 游如潔 新北市立瑞芳國中   

商業經營科 潘  琦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商業經營科 王梓維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商業經營科 汪妤馨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佳吟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商業經營科 許晊茗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商業經營科 周妏憓 新北市立樟樹國中   

商業經營科 楊以理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商業經營科 張尹慈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商業經營科 郭怡伶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   

商業經營科 張林雯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宣帆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怡儒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商業經營科 賈秉宏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商業經營科 李妤蓁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商業經營科 黃子芸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商業經營科 劉子綺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商業經營科 翁亦萱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商業經營科 陳薇如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園藝科 林佩霖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園藝科 廖羿翔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園藝科 陳欣瑩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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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科 陳明堅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園藝科 籃晨芳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園藝科 康晉愷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園藝科 柯惠馨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園藝科 鄭智元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園藝科 許宇傑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園藝科 廖真儀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園藝科 李怡庭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園藝科 林琪芳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園藝科 李子欣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園藝科 盧雅涵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園藝科 賴亭諺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園藝科 張福仁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園藝科 黃一傑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園藝科 余姿瑩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園藝科 邱莞芸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園藝科 林哲宇 新北市立坪林國中   

園藝科 謝佳瑾 新北市立坪林國中   

園藝科 林羽涵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園藝科 高佳聖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園藝科 董品妤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園藝科 臺婕伶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園藝科 周思妤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園藝科 黃鏡蓉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園藝科 林雨萱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園藝科 趙芷昀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園藝科 姚振港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園藝科 蔡宜靜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園藝科 陳柔均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園藝科 徐琬婷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園藝科 何勁緯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   

園藝科 曾婉婷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園藝科 陳思樺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園藝科 黃君詮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園藝科 吳君儀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園藝科 林巧婷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園藝科 陳旻良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餐飲管理科 蔣佩璇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餐飲管理科 謝政哲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餐飲管理科 廖佳儀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餐飲管理科 楊宜蓁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餐飲管理科 郭瑜欣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餐飲管理科 梁泰岳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第 5 頁/共 10 頁 

餐飲管理科 蔡叔歆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餐飲管理科 陳小雲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餐飲管理科 劉季棠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餐飲管理科 陳君瑋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餐飲管理科 林虹妘 新北市立明志國中   

餐飲管理科 楊雅棻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餐飲管理科 黃芝毓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餐飲管理科 邱聖傑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餐飲管理科 吳思嫻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餐飲管理科 林鷁容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餐飲管理科 王千姮 新北市立坪林國中   

餐飲管理科 王靜文 新北市立坪林國中   

餐飲管理科 高孟暄 新北市立深坑國中   

餐飲管理科 蔡佳穎 新北市立深坑國中   

餐飲管理科 蔡可軒 新北市立平溪國中   

餐飲管理科 吳翊禎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餐飲管理科 洪聖峰 新北市立三和國中   

餐飲管理科 郭映君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餐飲管理科 盧詩婷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餐飲管理科 蔡家芸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餐飲管理科 林姿昀 新北市立安溪國中   

餐飲管理科 倪韻涵 新北市立樟樹國中   

餐飲管理科 許雨寧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   

餐飲管理科 陳秀惠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餐飲管理科 王晴柔 臺北市立蘭州國中   

餐飲管理科 林芯蟐 臺北市立重慶國中   

餐飲管理科 高紫寧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餐飲管理科 洪采庭 臺北市立誠正國中   

餐飲管理科 曾華信 臺北市立西湖國中   

餐飲管理科 潘楨妮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   

餐飲管理科 鄧俊煌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餐飲管理科 翁鈴雅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餐飲管理科 詹雅婷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餐飲管理科 錢柄仲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餐飲管理科 林致偉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資訊科 林聖軒 私立徐匯高中   

資訊科 林羽辰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資訊科 許閔翔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資訊科 林立偉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資訊科 羅暘鈞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資訊科 吳育宏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資訊科 吳政儒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資訊科 林錦宏 新北市立新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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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謝松樺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資訊科 李慶昌 新北市立碧華國中   

資訊科 呂建成 新北市立碧華國中   

資訊科 曾子恆 新北市立中和國中   

資訊科 蔡丞皓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資訊科 侯冠群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資訊科 吳鴻奕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資訊科 楊子鋐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訊科 朱鴻昇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訊科 倪翊銘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訊科 李浩宇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資訊科 林佳威 新北市立平溪國中   

資訊科 劉敏政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資訊科 許釗*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資訊科 李昱勳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韓秉翃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陳柏丰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盧瑋辰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藍慧鎂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鄭杰陽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謝奕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胡  岑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資訊科 陳柔安 臺北市立懷生國中   

資訊科 徐庭卉 臺北市立重慶國中   

資訊科 張光祐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資訊科 林冠宇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資訊科 馮鈞奕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資訊科 玉秉修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訊科 王柏元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資訊科 曾晨維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資訊科 陳佳福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資訊科 鍾定宏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資訊科 李康綺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資訊科 郭俊霆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電子科 李昱興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電子科 潘曼琳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電子科 許惟傑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電子科 郭峻辰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電子科 陳裕元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電子科 廖元誠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電子科 蘇俊瑋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電子科 方毅恆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電子科 林芯妤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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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 張佑晨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電子科 許靖亭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電子科 盧聿哲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電子科 黃威誠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電子科 蔡宗廷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電子科 周凱威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電子科 沈柏豪 新北市立瑞芳國中   

電子科 陳信佐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電子科 王國原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電子科 李文傑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電子科 陳美儒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白千瑩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何志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王竣安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謝昇宏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施翊翔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張璟銘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子科 呂旻豪 新北市立育林國中   

電子科 沈佑倫 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電子科 廖友嵩 臺北市立民權國中   

電子科 羅 顥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電子科 潘鈺翔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電子科 黃晟哲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電子科 呂梓漢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控制科 黃薇軒 私立淡江高中   

控制科 林思瑋 私立淡江高中   

控制科 藍于儒 私立徐匯高中   

控制科 李易達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控制科 黃彥鈞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控制科 尤亮蘋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控制科 黃筠筑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控制科 翁張富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控制科 林帟茹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控制科 黃溎泓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控制科 林鈺修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控制科 江姵璇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控制科 潘登嵩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控制科 李麗萱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控制科 葉家瑋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控制科 宋建興 新北市立中平國中   

控制科 吳松穎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控制科 邱俊傑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控制科 陳亮妘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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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 李龢恩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盧璿仲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呂美涵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王伊寧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謝  震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邵靖閔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鄭林弦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陳莉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許弘毅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控制科 邱冠宇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電機科 許茂偉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電機科 李易霖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電機科 徐仲侃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電機科 孫運安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電機科 林韻伶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電機科 劉子逸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電機科 林暐竣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電機科 周勇毅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電機科 曾鈺鈞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   

電機科 蕭力綱 新北市立明志國中   

電機科 林建德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電機科 詹妤晴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電機科 石旭生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電機科 謝嘉文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電機科 張峻維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電機科 陳柏宇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電機科 黃詠驊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電機科 陳峰志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電機科 吳忞叡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電機科 林均峻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電機科 林瑋泉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電機科 黃昭捷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電機科 高晨瑋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電機科 吳宇軒 新北市立平溪國中   

電機科 許博翔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電機科 林琬偵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機科 周昱誠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機科 陳人豪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機科 林以諾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電機科 翁楚軒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電機科 于子敬 臺北市立景美國中   

電機科 張士文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普通科 梁雅婷 私立淡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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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 鄧友維 私立淡江高中   

普通科 王劭楠 私立淡江高中   

普通科 陳文苓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普通科 黃安儀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普通科 謝芝琳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普通科 陳鈞涵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普通科 林妤璇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普通科 李靖儀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普通科 邱郁婷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蘇宏軒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張妤暄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林祐嘉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葉之琳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鄭文萱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陳主愛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張瑋茹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侯品卉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林宜萱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游翔捷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陳以家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普通科 藍予翌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江建明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楊哲堯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潘玟蒨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楊忠穎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蕭惠民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謝宜真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梁瑀蘋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陳廷曜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張嘉容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謝欣諭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黃俊懷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林予暄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田德鈞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陳欣儀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蔡汶倩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陳品淳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葉芷娟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許家瑋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普通科 張明翔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普通科 曾靖傑 新北市立石門國中   

普通科 林佑任 新北市立萬里國中   

普通科 林秋萍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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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 周惠心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胡莉敏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吳鎮宇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李維霖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陳柏翔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林佳慧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李維鈞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林瑄娸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林淯葶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蔡宜庭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賴建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莊蕙瑄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陳品蓁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普通科 吳 攸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普通科 吳孟原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普通科 汪智德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普通科 詹賢煒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普通科 李名婕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普通科 黃子瑋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普通科 馮耀逸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普通科 許瑞恩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普通科 羅翊芳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普通科 尤蕙儀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備取 1 

普通科 張羽萱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備取 2 

普通科 林思妙 新北市立新埔國中 備取 3 

普通科 盧勁諺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備取 4 

普通科 許志濠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 備取 5 

普通科 洪浩哲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備取 6 

普通科 陳映汝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備取 7 

普通科 吳思榆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備取 8 

普通科 庹建鈞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備取 9 

普通科 陳文哲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備取 10 

普通科 江名薇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備取 11 

普通科 蔡宜潔 新北市立新埔國中 備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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