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1 01 男 王○傑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2 02 男 王○平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3 03 男 朱○浩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4 04 男 朱○杰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5 05 男 吳○緯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6 06 男 李○安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7 07 男 李○丞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8 08 男 李○任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09 09 男 沈○安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0 10 男 沈○軒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1 11 男 林○軒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2 12 男 林○翰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3 13 男 林○璿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4 14 男 林○倫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5 15 男 徐○昇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6 16 男 高○智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7 17 男 高○駿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8 18 男 高○佑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19 19 男 張○耀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0 20 男 張○諳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1 21 男 張○皓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2 22 男 張○淇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3 23 男 章○睿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4 24 男 陳○宇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5 25 男 陳○叡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6 26 男 陳○綸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7 27 男 陳○閎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8 28 男 游○葑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29 29 男 黃○哲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0 30 男 黃○紘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1 31 男 塗○元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2 32 男 葉○彣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3 33 男 劉○軒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4 34 男 劉○騰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5 35 男 鍾○群

電機科 電一智 11001136 36 男 簡○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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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1 01 女 蔡○璇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2 02 男 王○允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3 03 男 王○鈞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4 04 男 王○乾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5 05 男 朱○睿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6 06 男 江○延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7 07 男 余○恩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8 08 男 冷○恩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09 09 男 呂○智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0 10 男 李○凱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1 11 男 林○均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2 12 男 林○駿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3 13 男 林○閎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4 14 男 林○庭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5 15 男 洪○均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6 16 男 馬○宏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7 17 男 張○棠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8 18 男 張○陞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19 19 男 莊○聖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0 20 男 許○睿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1 21 男 郭○昱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2 22 男 陳○佑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3 23 男 陳○愷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4 24 男 陳○文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5 25 男 彭○彰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6 26 男 楊○綸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7 27 男 溫○儀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8 28 男 葉○碩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29 29 男 葉○廷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0 30 男 葉○緯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1 31 男 廖○傑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2 32 男 劉○志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3 33 男 蔡○彰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4 34 男 盧○勳

電機科 電一仁 11001235 35 男 魏○盛

電機科 電一仁 10901228 36 男 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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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1 01 男 王○宇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2 02 男 王○賢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3 03 男 江○越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4 04 男 吳○儒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5 05 男 吳○澔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6 06 男 吳○陞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7 07 男 宋○勳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8 08 男 李○翰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09 09 男 李○堂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0 10 男 沈○均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1 11 男 林○驊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2 12 男 邱○翰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3 13 男 洪○鈞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4 14 男 奚○聰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5 15 男 高○寬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6 16 男 張○凱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7 17 男 張○圖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8 18 男 莊○富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19 19 男 許○晨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0 20 男 連○佑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1 21 男 陳○勳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2 22 男 陳○叡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3 23 男 彭○九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4 24 男 黃○燁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5 25 男 黃○翰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6 26 男 黃○瑋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7 27 男 葉○路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8 28 男 廖○懿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29 29 男 廖○德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0 30 男 劉○立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1 31 男 劉○謙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2 32 男 潘○得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3 33 男 潘○衡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4 34 男 薛○翔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5 35 男 謝○威

電子科 子一智 11003136 36 男 羅○齊

電子科 子一智 10903114 37 男 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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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1 01 女 杜○蓁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2 02 女 周○瑄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3 03 女 高○珊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4 04 男 丁○齊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5 05 男 毛○華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6 06 男 王○鋒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7 07 男 王○駿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8 08 男 江○安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09 09 男 池○暘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0 10 男 余○凱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1 11 男 吳○廷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2 12 男 吳○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3 13 男 李○瑜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4 14 男 李○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5 15 男 房○逸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6 16 男 林○安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7 17 男 林○劼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8 18 男 林○銘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19 19 男 洪○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0 20 男 徐○佑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1 21 男 徐○維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2 22 男 荊○先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3 23 男 陳○騰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4 24 男 陳○希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5 25 男 陳○傑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6 26 男 曾○賦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7 27 男 曾○勝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8 28 男 黃○翔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29 29 男 黃○晟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0 30 男 葉○睿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1 31 男 詹○元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2 32 男 劉○賢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3 33 男 鄭○成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4 34 男 戴○峰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5 35 男 謝○叡

電子科 子一仁 11003236 36 男 顏○仲

電子科 子一仁 10903131 37 男 黃○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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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1 01 男 王○龍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2 02 男 王○翔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3 03 男 王○盛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4 04 男 王○勝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5 05 男 朱○鎧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6 06 男 江○霖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7 07 男 吳劉○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8 08 男 李○珉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09 09 男 李○彥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0 10 男 李○憲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1 11 男 李○緯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2 12 男 李○鋒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3 13 男 林○恩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4 14 男 林○任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5 15 男 林○緯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6 16 男 林○宇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7 17 男 林○達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8 18 男 翁○展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19 19 男 張○瑞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0 20 男 張恩○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1 21 男 張○碩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2 22 男 張益○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3 23 男 莊○文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4 24 男 郭○宇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5 25 男 陳○宏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6 26 男 陳○豪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7 27 男 陳熙○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8 28 男 喬○睿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29 29 男 曾○培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0 30 男 黃○崴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1 31 男 黃○瑋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2 32 男 楊○睿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3 33 男 廖○傑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4 34 男 蔡○勳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5 35 男 鄧○丞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6 36 男 鄭○瑋

資訊科 資一智 11004137 37 男 龔○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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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1 01 女 王○元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2 02 女 何○菲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3 03 女 莊○綸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4 04 男 王○齊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5 05 男 王○睿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6 06 男 李○叡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7 07 男 沈○皓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8 08 男 俞○睿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09 09 男 姜○叡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0 10 男 洪○銘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1 11 男 韋○崴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2 12 男 徐○崴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3 13 男 高○庭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4 14 男 高○為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5 15 男 張○崴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6 16 男 莊○甫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7 17 男 莊○宇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8 18 男 許○綸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19 19 男 郭○呈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0 20 男 陳子○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1 21 男 陳○佑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2 22 男 陳○齊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3 23 男 陳○志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4 24 男 陳○正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5 25 男 陳鈺○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6 26 男 陳譜○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7 27 男 曾○暘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8 28 男 游○儕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29 29 男 程○恩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0 30 男 楊○盛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1 31 男 葉○弘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2 32 男 雷○峰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3 33 男 趙○硯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4 34 男 蕭○倫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5 35 男 謝○恩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6 36 男 謝○逸

資訊科 資一仁 11004237 37 男 顏○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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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1 01 男 王○富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2 02 男 石○源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3 03 男 朱○紘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4 04 男 吳○為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5 05 男 吳承○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6 06 男 李○祐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7 07 男 林○輝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8 08 男 林○廷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09 09 男 林○佑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0 10 男 林○賢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1 11 男 林○豐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2 12 男 林○逸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3 13 男 林○錡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4 14 男 林○凱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5 15 男 金○亞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6 16 男 柯○勳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7 17 男 徐○釋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8 18 男 高○鈞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19 19 男 陳○淳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0 20 男 陳○宥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1 21 男 陳○愷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2 22 男 陳○綸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3 23 男 陳○畯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4 24 男 黃○軒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5 25 男 黃○霖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6 26 男 葉○廷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7 27 男 葉○亨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8 28 男 廖○凱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29 29 男 劉○碩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0 30 男 劉○廷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1 31 男 劉○源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2 32 男 蔡○翔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3 33 男 蔡○祥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4 34 男 蕭○鈞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5 35 男 蘇○誠

資訊科 資一勇 11004336 36 男 龔○于

資訊科 資一勇 10904106 37 男 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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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1 01 男 王○軒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2 02 男 成○融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3 03 男 呂○恩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4 04 男 呂○緯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5 05 男 呂○祥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6 06 男 李○修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7 07 男 李○緯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8 08 男 李○頡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09 09 男 李○瀚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0 10 男 卓○逸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1 11 男 岳○翔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2 12 男 林○庸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3 13 男 林○傑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4 14 男 林○仲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5 15 男 侯○宇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6 16 男 洪○俞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7 17 男 洪○緯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8 18 男 翁○宸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19 19 男 翁○皓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0 20 男 高○恩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1 21 男 張○楷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2 22 男 許○遠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3 23 男 陳○廷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4 24 男 陳○哲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5 25 男 陳○仁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6 26 男 陳○遠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7 27 男 黃○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8 28 男 黃○進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29 29 男 黃○雋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0 30 男 黃○哲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1 31 男 楊○毅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2 32 男 廖○恩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3 33 男 蔡○宏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4 34 男 賴○昌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5 35 男 薛○源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6 36 男 謝○懷

機械科 機一智 11005137 37 男 闕○育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1 01 女 屈○容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2 02 女 林○妤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3 03 女 林○羽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4 04 男 古○杰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5 05 男 江○儒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6 06 男 李○維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7 07 男 李○翰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8 08 男 李○樺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09 09 男 李○佑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0 10 男 李○宸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1 11 男 周○霖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2 12 男 周○博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3 13 男 林○彧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4 14 男 林○叡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5 15 男 林○鋒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6 16 男 林○安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7 17 男 洪○澤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8 18 男 洪○宏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19 19 男 張○昱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0 20 男 張○郡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1 21 男 許○嘉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2 22 男 許○凱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3 23 男 許○庭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4 24 男 陳○均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5 25 男 陳○穎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6 26 男 陳○晨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7 27 男 麥○豐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8 28 男 閔○翰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29 29 男 楊○初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0 30 男 蔡○誠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1 31 男 鄭○遠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2 32 男 蕭○富桓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3 33 男 謝○仰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4 34 男 藍○恩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5 35 男 魏○修

機械科 機一仁 11005236 36 男 魏○宇

機械科 機一仁 10905101 37 男 方○傑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1 01 男 王○智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2 02 男 吳○旻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3 03 男 李○軒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4 04 男 林○杰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5 05 男 林○昇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6 06 男 林○學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7 07 男 林○睿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8 08 男 邱○謙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09 09 男 邱○鈞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0 10 男 施○傑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1 11 男 禹○儒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2 12 男 高○峻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3 13 男 張○偉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4 14 男 張○鍇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5 15 男 張○倫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6 16 男 許○愷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7 17 男 郭○齊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8 18 男 陳○閔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19 19 男 陳○中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0 20 男 陳○伯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1 21 男 陳○淂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2 22 男 陳○恩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3 23 男 曾○富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4 24 男 黃○銓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5 25 男 黃○安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6 26 男 楊○宏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7 27 男 詹○喨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8 28 男 劉○呈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29 29 男 鄭○傑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0 30 男 蕭○洧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1 31 男 鍾○宏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2 32 男 鍾○翰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3 33 男 鍾○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4 34 男 簡○安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5 35 男 羅○綸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6 36 男 羅○竑

汽車科 汽一智 11006137 37 男 蘇○安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1 01 女 莊○葭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2 02 女 蔡○婕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3 03 男 王○紘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4 04 男 石○宏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5 05 男 朱○展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6 06 男 艾○任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7 07 男 吳○慶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8 08 男 吳○瑋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09 09 男 沈○勳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0 10 男 周均○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1 11 男 周哲○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2 12 男 林○霆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3 13 男 洪○晴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4 14 男 胡○銨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5 15 男 胡○綸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6 16 男 凌○正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7 17 男 孫○霆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8 18 男 徐○傑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19 19 男 涂○恩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0 20 男 張○禎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1 21 男 張○凱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2 22 男 曹○綸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3 23 男 陳○德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4 24 男 陳志○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5 25 男 陳○睿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6 26 男 陳○誌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7 27 男 陳彥○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8 28 男 陳○瑞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29 29 男 陳○宏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0 30 男 曾○廷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1 31 男 游○頡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2 32 男 黃○諾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3 33 男 黃○彥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4 34 男 葉○翔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5 35 男 詹○傑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6 36 男 劉○睿

汽車科 汽一仁 11006237 37 男 謝○曄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1 01 女 林○誼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2 02 女 邱○雅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3 03 女 姚○羽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4 04 女 洪○瑄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5 05 女 陳○熏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6 06 女 陳○媛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7 07 女 趙○筠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8 08 男 王○宸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09 09 男 王○澤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0 10 男 甘○朋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1 11 男 石○恩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2 12 男 朱○逵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3 13 男 吳○恩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4 14 男 李○陞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5 15 男 沈○飴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6 16 男 林○衡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7 17 男 林○崴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8 18 男 柯○紘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19 19 男 洪○志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0 20 男 徐○霖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1 21 男 曹○承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2 22 男 陳○皓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3 23 男 陳○均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4 24 男 陳○安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5 25 男 陳○愷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6 26 男 陳○儒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7 27 男 黃○瑋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8 28 男 楊○玄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29 29 男 楊○心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30 30 男 廖○辰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31 31 男 劉○成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32 32 男 蔡○翰

化工科 化一智 11007133 33 男 謝○軒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1 01 女 方○真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2 02 女 吳○臻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3 03 女 陳○妤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4 04 女 劉○伶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5 05 女 謝○潓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6 06 女 簡○彤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7 07 男 王○皓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8 08 男 向○儒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09 09 男 余○翰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0 10 男 余○喦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1 11 男 吳○綸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2 12 男 李○成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3 13 男 李○丞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4 14 男 李○慶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5 15 男 李○緯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6 16 男 林○叡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7 17 男 邱○恩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8 18 男 洪○陞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19 19 男 徐○擇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0 20 男 張○翔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1 21 男 許○友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2 22 男 許○翔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3 23 男 許○豪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4 24 男 陳○丞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5 25 男 陳○翰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6 26 男 黃○諺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7 27 男 廖○成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8 28 男 潘○宇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29 29 男 蔡○霖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30 30 男 鄭○群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31 31 男 鍾○宇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32 32 男 魏○謙

化工科 化一仁 11007233 33 男 龔○樺

化工科 化一仁 10907128 34 男 黃○翔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1 01 女 尹○亭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2 02 女 何○誼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3 03 女 易○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4 04 女 林○馨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5 05 女 林○千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6 06 女 林○妤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7 07 女 林○雯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8 08 女 張○鮑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09 09 女 許○晴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0 10 女 陳○竹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1 11 女 陸○琦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2 12 女 辜○涵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3 13 女 鄧○育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4 14 女 魯○容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5 15 女 闕○綾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6 16 男 李○展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7 17 男 李○揚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8 18 男 易○安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19 19 男 邱○凱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0 20 男 唐○克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1 21 男 高○賢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2 22 男 張○昊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3 23 男 張○睿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4 24 男 陳○頤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5 25 男 陳○安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6 26 男 陳○智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7 27 男 湯○億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8 28 男 黃○愷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29 29 男 萬○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30 30 男 詹○雅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31 31 男 盧○丞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32 32 男 謝○穎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33 33 男 鍾○澤

園藝科 園一智 11008134 34 男 蘇○希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1 01 女 王○希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2 02 女 王○譽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3 03 女 王○儀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4 04 女 王○惠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5 05 女 余○樺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6 06 女 范○安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7 07 女 高○涵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8 08 女 張○軒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09 09 女 陳○穎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0 10 女 曾○恩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1 11 女 黃○筠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2 12 女 黃○晴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3 13 女 廖○晴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4 14 女 蔡○芯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5 15 女 賴○安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6 16 女 駱○琇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7 17 男 李○翰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8 18 男 周○翰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19 19 男 周○謙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0 20 男 林○甫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1 21 男 林○羽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2 22 男 洪○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3 23 男 高○翰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4 24 男 莊○安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5 25 男 許○恩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6 26 男 郭○叡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7 27 男 陳○睿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8 28 男 陳○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29 29 男 陳○宇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30 30 男 彭○天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31 31 男 温○翔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32 32 男 廖○銓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33 33 男 劉○朋

園藝科 園一仁 11008234 34 男 潘○任



科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座號 性別 姓名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年度新生編班公告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1 01 女 吳○儀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2 02 女 吳○萱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3 03 女 李○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4 04 女 周○儀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5 05 女 林○萱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6 06 女 姜○靜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7 07 女 張○涵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8 08 女 張○翎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09 09 女 陳○安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0 10 女 陳○怡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1 11 女 陳○蓁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2 12 女 賴○倪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3 13 女 戴○亘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4 14 男 吳○澤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5 15 男 李○皓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6 16 男 沈○宇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7 17 男 林○叡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8 18 男 林○立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19 19 男 林○丞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0 20 男 林○安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1 21 男 林○翔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2 22 男 邱○傑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3 23 男 洪○亨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4 24 男 范○瑞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5 25 男 高○睿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6 26 男 許○恆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7 27 男 連○嘉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8 28 男 陳○均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29 29 男 曾○恩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0 30 男 游○得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1 31 男 馮○驊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2 32 男 黃○霖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3 33 男 楊○源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4 34 男 劉○峻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5 35 男 蔡○宏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6 36 男 蔡○叡

食品加工科 加一智 11009137 37 男 謝○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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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1 01 女 王○馨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2 02 女 甘○琦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3 03 女 李○宣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4 04 女 李○怡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5 05 女 李○萮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6 06 女 李○嫻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7 07 女 沈○菱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8 08 女 林○玟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09 09 女 林○廷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0 10 女 林○怡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1 11 女 邱○芸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2 12 女 高○安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3 13 女 張○郁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4 14 女 曾○琪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5 15 男 毛○翔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6 16 男 王○承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7 17 男 吳○睿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8 18 男 吳○翔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19 19 男 吳○曄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0 20 男 林○憲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1 21 男 林○傑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2 22 男 林○彥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3 23 男 施○亨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4 24 男 翁○寧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5 25 男 張○閔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6 26 男 張○瑋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7 27 男 許○瑋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8 28 男 許○恩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29 29 男 郭○頤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0 30 男 郭○均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1 31 男 陳○翔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2 32 男 陳○諭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3 33 男 陳○勳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4 34 男 黃○程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5 35 男 黃○文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6 36 男 楊○達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7 37 男 蔡○亦

食品加工科 加一仁 11009238 38 男 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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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1 01 女 吳○好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2 02 女 李○臻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3 03 女 李○穎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4 04 女 陳○妤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5 05 女 陳○彤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6 06 女 陳○韓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7 07 女 董○潔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8 08 女 鄭○珍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09 09 女 蕭○文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0 10 女 謝○珈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1 11 男 王○智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2 12 男 王○洋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3 13 男 王○傑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4 14 男 王○閎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5 15 男 吳○傑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6 16 男 李○劭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7 17 男 李○愷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8 18 男 周○恩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19 19 男 林○韜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0 20 男 林○廷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1 21 男 林○恆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2 22 男 韋○東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3 23 男 唐○瑋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4 24 男 孫○程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5 25 男 許○倫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6 26 男 陳○霖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7 27 男 黃○育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8 28 男 黃○彰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29 29 男 楊○寓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30 30 男 葉○岑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31 31 男 褚○毅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32 32 男 劉○德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33 33 男 蕭○恒

綜合高中 綜高101 11010134 34 男 賴○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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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1 01 女 李○瑜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2 02 女 林○秀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3 03 女 林○安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4 04 女 許○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5 05 女 陳○鍹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6 06 女 陳○孜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7 07 女 黃○倫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8 08 女 潘○妤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09 09 女 蔡○宸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0 10 女 蔡○芹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1 11 女 鄭○綺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2 12 男 王○齊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3 13 男 王○一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4 14 男 王○鈞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5 15 男 王○翔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6 16 男 吳○宇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7 17 男 呂○翰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8 18 男 宋○軒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19 19 男 李○圻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0 20 男 周○嵩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1 21 男 林○澤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2 22 男 徐○祁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3 23 男 高○謙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4 24 男 張○睿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5 25 男 梁○杰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6 26 男 陳○奕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7 27 男 陳○勳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8 28 男 陳○琦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29 29 男 陳○漢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30 30 男 傅○哲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31 31 男 彭○修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32 32 男 廖○翔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33 33 男 劉○博

綜合高中 綜高102 11010234 34 男 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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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1 01 女 余○婕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2 02 女 周○菡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3 03 女 林○妤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4 04 女 林○平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5 05 女 洪○茹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6 06 女 連○翔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7 07 女 陳○涵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8 08 女 陳○羽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09 09 女 黃○欣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0 10 女 楊○詠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1 11 女 鄭○臻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2 12 男 王○喆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3 13 男 田○廷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4 14 男 吳○賢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5 15 男 林○民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6 16 男 林○捷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7 17 男 林○光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8 18 男 邵○聲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19 19 男 高○堯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0 20 男 張○寶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1 21 男 張○恩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2 22 男 梁○涵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3 23 男 陳○文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4 24 男 陳○翰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5 25 男 彭○赫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6 26 男 彭○誠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7 27 男 黃○閎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8 28 男 蔡○彥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29 29 男 蔡○豆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30 30 男 蔡○廷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31 31 男 賴○益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32 32 男 鍾○弘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33 33 男 羅○敏

綜合高中 綜高103 11010334 34 男 欒○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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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1 01 女 林○約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2 02 女 孫○芹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3 03 女 陳○妤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4 04 女 陳○婷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5 05 女 黃○妍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6 06 女 賴○惟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7 07 男 丁○翰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8 08 男 姚○騏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09 09 男 張○儒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10 10 男 許○皓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11 11 男 陳○勛

餐飲服務 綜一智 11019712 12 男 喬○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