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高雄高商    （共 44 人）     

 

科別：商業經營科    （共 8 人）  

  張振翼  吳馷珊  王苡臻  余靜玟  蔡琇青  盧欣妤 

  洪嘉彣  萬宣葶 

科別：國際貿易科    （共 8 人）  

  鄭貴林  吳昌彥  陳振賢  陳逸萱  朱立涵  林佳蓁 

  楊馨媃  李宜蓁 

科別：會計事務科    （共 8 人）  

  黃靖茹  龍奕均  游芷葳  高綉玲  董子瑜  石雅筑 

  吳翊廷  林誼樺 

科別：資料處理科    （共 8 人）  

  李曉暄  黃睿皓  劉議  趙立雲  陳柏霖  莊淑玲 

  曾鈺庭  潘威霖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12 人）  

  鄭逸凡  邵毓雯  劉柏麟  蕭羽婷  黃彥智  姜佑霖 

  葉懷勛  陳芷柔  蕭意儒  董毓  橋田佳奈  王郁忻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高雄高工    （共 52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9 人）  

  楊繕吉  潘宥諺  陳伯瑜  黃奕叡  朱恒謀  朱冠驊 

  石忠霖  張文蓉  李明憲 

科別：汽車科    （共 4 人）  

  林家民  簡銘賢  方力田  鄭漢光 

科別：電腦機械製圖科    （共 4 人）  

  魏楷祐  吳博文  林欣誼  朱世暘 

科別：電機科    （共 7 人）  

  許庭瑋  陳懋昕  潘家圴  葉宸瑋  吳昱輝  唐冠樺 

  莊竣守 

科別：電子科    （共 4 人）  

  楊家維  凃梓蘢  陳宥詳  林祐丞 

科別：資訊科    （共 4 人）  

  張秋鳳  黃明旭  蔡維傑  陳文杰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冷凍空調科    （共 4 人）  

  黃子劼  陳杉豐  張凱威  張永傑 

科別：建築科    （共 5 人）  

  王以諾  蕭郁峰  洪偉哲  石炫峻  吳翌玄 

科別：化工科    （共 5 人）  

  張欣雅  蔡博景  劉振聲  李奕萱  蔡怡萱 

科別：圖文傳播科    （共 6 人）  

  張鈺苹  劉秀涓  張昀萱  張鈞凱  李庭瑜  孫苡慈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中正高工    （共 36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4 人）  

  莊芳綺  鄭可駿  謝謹鴻  代瑋 

科別：製圖科    （共 2 人）  

  張峻熙  謝木淋 

科別：汽車科    （共 4 人）  

  劉士銓  郭子傑  黃柏舜  陳泓誌 

科別：電機科    （共 4 人）  

  芮鵬翔  劉恩碩  方勝鎧  林勇誠 

科別：電子科    （共 2 人）  

  陳俊廷  黃柏維 

科別：資訊科    （共 4 人）  

  李政倫  林建宏  林冠廷  蘇俊羽 

科別：控制科    （共 2 人）  

  朱天聖  朱晉逸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冷凍空調科    （共 4 人）  

  陳政傑  林鈺翔  劉國展  龔祈元 

科別：建築科    （共 4 人）  

  蘇稚筌  黃建捷  張哲綱  王鈺翔 

科別：化工科    （共 4 人）  

  戴瑞君  黃愷棻  陳妍伈  張佳明 

科別：金屬工藝科    （共 2 人）  

  施庠邑  蔡泓毅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海青工商    （共 33 人） 

 

科別：電子科    （共 2 人）  

  王龑龍  邱子昌 

科別：資訊科    （共 5 人）  

  陳靜  朱芳毅  董家華  陳品福  林柏呈 

科別：土木科    （共 4 人）  

  陳思敏  張祐菘  陳皓瑜  羅奕凡 

科別：建築科    （共 3 人）  

  陳薏滋  王瓊翎  吳永宸 

科別：會計事務科    （共 3 人）  

  宋宜蓁  林玉菁  陳倍甄 

科別：資料處理科    （共 4 人）  

  許玫萱  古鈺馨  胡之穎  王靚涵 

科別：室內空間設計科    （共 4 人）  

  黃昱璋  宋艾潔  謝采霖  林玉婷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美工科    （共 4 人）  

  余翊誠  趙浩淳  施明君  洪鈺茵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4 人）  

  龔柏瑜  林詠津  石心怡  徐若雯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三民家商    （共 34 人）     

 

科別：國際貿易科    （共 4 人）  

  郭美秀  黃珮綺  黃晴筠  鄭翊瑄 

科別：資料處理科    （共 4 人）  

  郭佩宜  王璟璇  蔡佳芸  郭珮綺 

科別：室內設計科    （共 4 人）  

  陳姿穎  李文璇  許華羚  龔倖仟 

科別：服裝科    （共 4 人）  

  蔡劭宇  王若臻  郭宜玟  顏孝蓁 

科別：美容科    （共 4 人）  

  林佳穎  蔡昀芳  陳若瑄  郭孟婕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4 人）  

  曾燕苓  黃安琪  呂季瑩  高莙育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4 人）  

  林儀倩  楊鈺婷  潘巧玉  陳詠弘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6 人）  

  陳瑋杉  劉家甄  潘思涵  曾佩玉  丁瑋琳  張茹晴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旗美高中    （共 6 人）     

 

科別：家政科    （共 2 人）  

  陳思安  江雅欣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2 人）  

  洪舒綺  張薰云 

科別：流行服飾科    （共 2 人）  

  陳羿柔  陳姵瑜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岡山農工    （共 31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4 人）  

  黃聖翔  鄭倖枝  吳景豪  顏吉祥 

科別：生物產業機電科    （共 2 人）  

  呂茗有  楊育成 

科別：汽車科    （共 4 人）  

  高嘉鴻  王政堯  吳名麒  蘇翊宸 

科別：電機科    （共 4 人）  

  林躍展  劉秉弦  朱宏文  鄭侑豪 

科別：電子科    （共 4 人）  

  康志嘉  孫文祥  姚岱均  劉育昇 

科別：資訊科    （共 2 人）  

  楊文福  夏椲宸 

科別：化工科    （共 2 人）  

  黃懷典  張睿芝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室內空間設計科    （共 3 人）  

  林義翔  張少頊  張詠欽 

科別：園藝科    （共 2 人）  

  李湘佳  楊佾達 

科別：食品加工科    （共 2 人）  

  梁 瑩  簡嘉玟 

科別：家政科    （共 2 人）  

  楊惟甯  王咨涵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旗山農工    （共 23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4 人）  

  吳柏緯  何承諺  机家樂  張凱博 

科別：生物產業機電科    （共 2 人）  

  潘緣祥  甘仁杰 

科別：汽車科    （共 4 人）  

  朱文杰  李昱緯  楊大昀  許詠善 

科別：電機科    （共 4 人）  

  嚴志保  藍羿凱  古鈞汶  梁赴冠 

科別：農場經營科    （共 2 人）  

  蔡岑宜  黃聖雄 

科別：畜產保健科    （共 2 人）  

  謝佩邕  楊宗霈 

科別：園藝科    （共 1 人）  

  黃湘妮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食品加工科    （共 2 人）  

  林亭妘  胡家偵 

科別：家政科    （共 2 人）  

  林沛耘  蕭雅文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鳳山商工    （共 34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6 人）  

  林家延  袁國晉  蕭世明  林聖閔  朱昱瑋  陳柏元 

科別：電腦機械製圖科    （共 6 人）  

  蔡宏彬  蔡承祐  李智憲  陳昱豪  卓竺鋌  楊淑霖 

科別：商業經營科    （共 6 人）  

  陳絲絜  何易芹  陳麗君  林苙蓁  鍾云秀  吳昕叡 

科別：國際貿易科    （共 3 人）  

  廖欣儀  洪仲綸  魏允礽 

科別：會計事務科    （共 2 人）  

  吳凌瑢  吳欣怡 

科別：資料處理科    （共 2 人）  

  張淨媚  潘怡君 

科別：室內空間設計科    （共 5 人）  

  李品賢  蔡東諺  黃心怡  王姿琁  陳姵穎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家具設計科    （共 2 人）  

  許晉嘉  洪梓駿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2 人）  

  袁慧芷  張雅婷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高餐大附中    （共 4 人）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2 人）  

  江怡臻  吳宇晴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2 人）  

  胡凱文  王怡心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國際商工    （共 3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1 人）  

  柏宥維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2 人）  

  張茹婷  莊凱雯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復華高中    （共 5 人）     

 

科別：美容科    （共 2 人）  

  董安圻  周廷豪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1 人）  

  鄭梅君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2 人）  

  朱品嘉  劉蕙瑜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三信家商    （共 27 人）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6 人）  

  王韶妤  蔡雅帆  邱宜茜  徐明宇  李柏毅  呂佳馨 

科別：美容科    （共 4 人）  

  謝佳璇  蔡欣妤  鍾銘輝  葉佳琳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2 人）  

  林彣家  徐毓婕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2 人）  

  邱詩涵  莊心俞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3 人）  

  蔡怡伶  洪坪嶢  黃姿娟  曾禹緁  陳佳怡  邱凡軒 

  陳莉修  林芠薈  徐永成  黃千玳  徐宜秀  黃冠瑋 

  黃意恩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大榮高中    （共 6 人）     

 

科別：汽車科    （共 2 人）  

  呂冠儒  王奕喆 

科別：飛機修護科    （共 1 人）  

  洪晨洋 

科別：電機科    （共 1 人）  

  蔡峻亦 

科別：資訊科    （共 1 人）  

  呂柏叡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1 人）  

  黃慧珺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立志高中    （共 15 人）     

 

科別：汽車科    （共 3 人）  

  陳聖仁  林紹威  林牧毅 

科別：資料處理科    （共 1 人）  

  張登貴 

科別：美容科    （共 1 人）  

  郭佳蓉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0 人）  

  許毓娟  吳妍潔  陳蓴蓴  高嘉保  邱怡端  唐珮馨 

  黃佩璇  謝睿謙  林素華  陳姿蓉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樹德家商    （共 44 人）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10 人）  

  王俐婷  吳采潔  蔡岳倫  周瑩姍  謝霈祺  陳詩涵 

  林雨柔  蕭珠月  鄭慧雯  孫晨薰 

科別：服裝科    （共 4 人）  

  謝采璇  謝依芳  郭禔  謝少揚 

科別：美容科    （共 6 人）  

  蔡欣伶  顏庭安  李穅芸  謝潔儀  薛宜芳  顏子涵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4 人）  

  邱如歆  王子吟  黃妍陵  簡苗鈺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6 人）  

  蔣瓈萱  劉晏均  溫子鴻  陳貴芬  葉芝伶  陳宇紹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0 人）  

  劉姿妤  孫柏智  張子軒  莊嬿台  胡佳薰  郭佳妤 

  張子玲  陳羿貝  曾書蝶  張仲瑋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表演藝術科    （共 4 人）  

  徐家揚  李青虹  陳虹甄  鄭筑勻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明誠高中    （共 2 人）     

 

科別：多媒體應用科    （共 2 人）  

  吳芳緹  林宜蒨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高鳳工家    （共 2 人）     

 

科別：照顧服務科    （共 1 人）  

  蔡欣耘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 人）  

  王亭迦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中華藝校    （共 2 人）     

 

科別：影劇科（表演藝術組、大眾傳播組）    （共 2 人）  

  秦瑋琪  陳志賢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中山工商    （共 44 人）     

 

科別：汽車科    （共 8 人）  

  吳秉霖  丁友翔  巫昱漢  林育群  張順權  薛哲宇 

  黃智揚  黃姿瑗 

科別：機電科    （共 6 人）  

  蔡沛璇  蘇祥瑋  鍾凱名  鍾翔宇  陳幃翔  黃嬄文 

科別：電子科    （共 4 人）  

  鍾弘瑄  劉咨吟  吳佳進  洪仕庭 

科別：資訊科    （共 1 人）  

  張洧綸 

科別：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共 1 人）  

  朱育柔 

科別：美容科    （共 2 人）  

  洪譽庭  施綺芸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科別：幼兒保育科    （共 2 人）  

  楊芝瑜  陳俞妏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6 人）  

  鄭欽仁  沈彩憶  林玫君  郭素卿  張丹郁  施沁妤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4 人）  

  張家絃  陳欣妤  陳亭妤  章淨淳  楊蛉綵  林沛潔 

  洪勝沅  陳品靚  莊睿榛  歐紋慈  高梓恩  黃亦鵬 

  陸伯誠  黃品瑄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高英工商    （共 12 人）     

 

科別：汽車科    （共 1 人）  

  羅文祥 

科別：電機科    （共 1 人）  

  陳民騰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4 人）  

  宋澐澐  邱詮真  曾淑娟  王意淇 

科別：美容科    （共 2 人）  

  李佳真  葉儀柔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4 人）  

  李姿儀  蔡淨如  馮蔣孟蓁  施俊傑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高苑工商    （共 13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2 人）  

  彭威翰  吳棋詠 

科別：汽車科    （共 4 人）  

  黃志平  李繼堯  陳翔繹  張育睿 

科別：電機科    （共 3 人）  

  施冠宇  陳梓翔  洪得凱 

科別：美工科    （共 2 人）  

  蘇郁苓  邱重易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2 人）  

  陳慧容  黃詩涵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華德工家    （共 1 人）     

 

科別：烘焙科    （共 1 人）  

  方禹喬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高雄高商附設進修學校  （共 2 人）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2 人）  

  張朝淯  李宥儀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高雄高工附設進修學校  （共 7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2 人）  

  許永輝  謝冠慶 

科別：製圖科    （共 1 人）  

  張家豪 

科別：電機科    （共 2 人）  

  莊瑋  孫台勇 

科別：資訊科    （共 2 人）  

  黃聖軒  黃照恩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中正高工附設進修學校  （共 1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1 人）  

  黃弘瑋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市立海青工商附設進修學校  （共 2 人） 

 

科別：資訊科    （共 1 人）  

  許哲豪 

科別：廣告設計科    （共 1 人）  

  馬以真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岡山農工進修部     （共 3 人） 

 

科別：機械科    （共 1 人）  

  陳純正 

科別：電機科    （共 2 人）  

  余宗宸  宋峻維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國立鳳山商工進修部     （共 2 人） 

 

科別：觀光事業科    （共 2 人）  

  林詩婷  陳雁雲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旗美商工附設進修學校    （共 1 人） 

 

科別：餐飲管理科    （共 1 人）  

  張凱婷 

(以下空白) 

  



 

106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6.6.13 

106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私立高英工商進修部    （共 1 人） 

 

科別：汽車科    （共 1 人）  

  李紹菻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