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8年度技術型高中 
學生學習檔案競賽得獎名單 

生涯學習檔案/二年級 

校  名 科  別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等第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吳偉立 林菁閔 特優 

松山家商 國際貿易科 王芷羚 朱志娟 特優 

大安高工 資訊科 李柏諺 鄭筱瑩、高伊琳 特優 

木柵高工 製圖科 鍾予婕 李自瑞 優等 

松山家商 國際貿易科 李芸君 朱志娟 優等 

松山工農 食品加工科 王韋錡 洪嘉欣、倪連好 優等 

景文高中 廣告設計 陳又瑄 曾雅萳 佳作 

育達高職 商業經營科 蔡昀真 游麗卿 佳作 

景文高中 室內空間設計科 高偲芸 黃秋芳 佳作 

木柵高工 製圖科 光妍玫 李自瑞 佳作 

大安高工 圖傳科 謝宜庭 林佳蓉 佳作 

育達高職 時尚模特兒科 林宛靜 李曉喬 佳作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張桂茹 李自瑞 佳作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林宜萱 林菁閔 佳作 

育達高職 商業經營科 邱佳宏 游麗卿 佳作 

木柵高工 機械科 張立珩 果綵婕 佳作 

  



 
臺北市 108年度技術型高中 

學生學習檔案競賽得獎名單 
生涯學習檔案/三年級 

校  名 科  別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等第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吳雅琦 蔡明潔 特優 

景文高中 廣告設計科 張杰超 謝映如 特優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范琹芷 李自瑞 特優 

木柵高工 電機科 張煥霖 張素靜 優等 

育達高職 商業經營科 陳沛妤 陳美娟 優等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林鑫佑 蔡明潔 優等 

育達高職 廣告設計科 李昀芷 黃淑媚、黃柏諴 佳作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呂 安 蔡明潔 佳作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林宛宜 鄭竹涵 佳作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孫鈺涵 蔡明潔 佳作 

大安高工 建築科 謝宜城 羅逸群 佳作 

內湖高工 資訊科 吳邦弘 羅嘉文 佳作 

木柵高工 配管科 陶柏偉 張素靜、王詩欽 佳作 

松山家商 室內設計科 許沛岑 蔡明潔 佳作 

內湖高工 資訊科 蔡曌綸 羅嘉文 佳作 

育達高職 時尚模特兒科 黃宥芯 李曉喬、余素菁 佳作 

 

 



 

臺北市 108年度技術型高中 
學生學習檔案競賽得獎名單 

國文學習檔案/二年級 

校  名 科  別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等第 

內湖高工 電子科 李忠祐 李介立 特優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楊頌慈 李自瑞 特優 

內湖高工 應外科 高子晴 李介立 特優 

育達高職 餐飲管理科 吳季縈 李宜靜 優等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卓怡君 李自瑞 優等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郭恩昕 李自瑞 優等 

松山家商 國際貿易科 吳佳慈 何宜珊、朱志娟 佳作 

內湖高工 電子科 王俊傑 李介立 佳作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賴玟詒 李自瑞 佳作 

松山工農 食品加工科 王韋錡 倪連好 佳作 

松山家商 國際貿易科 陳亮竹 何宜珊、朱志娟 佳作 

內湖高工 控制科 蔡薰毅 陳婉嫈 佳作 

松山家商 國際貿易科 施怡安 何宜珊、朱志娟 佳作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蘇弘騏 李自瑞 佳作 

內湖高工 電子科 呂承翰 陳婉嫈 佳作 

育達高職 商業經營科 蔡昀真 蔡惠美 佳作 

 

 



 
臺北市 108年度技術型高中 
學生學習檔案競賽得獎名單 

國文學習檔案/三年級 

校  名 科  別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等第 

木柵高工 綜合高中 范琹芷 李自瑞 特優 

內湖高工 資訊科 吳邦弘 羅嘉文 特優 

內湖高工 電子科 劉嘉蓉 陳雪君 特優 

木柵高工 電機科 吳宥葦 張素靜 優等 

育達高職 商業經營科 姚書晴 陳美娟、洪阿李 優等 

內湖高工 冷凍科 廖芸貞 陳雪君 優等 

內湖高工 資訊科 蔡曌綸 羅嘉文 佳作 

育達高職 應用英文科 翁嘉宏 連艾寧 佳作 

內湖高工 資訊科 林暉庭 羅嘉文 佳作 

育達高職 應用日文科 張祐禎 洪阿李、范志仲 佳作 

士林高商 會計科 萬芷彤 鄒馥璟 佳作 

木柵高工 電機科 張煥霖 張素靜 佳作 

木柵高工 模具科 李晏綸 李蕙蘭 蔡孟芳 佳作 

育達高職 幼兒保育科 張庭瑄 張雪智 佳作 

育達高職 幼兒保育科 阮盈蓁 張雪智 佳作 

松山工農 電子科 林孝恩 洪薇茹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