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服裝科    班級人數：34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服一勤 10701001 1 何○聞 ******4268 
服一勤 10701002 2 吳○萱 ******9035 
服一勤 10701003 3 宋○葶 ******5867 
服一勤 10701004 4 杜○璇 ******4569 
服一勤 10701005 5 周○欣 ******2675 
服一勤 10701006 6 林○妤 ******5968 
服一勤 10701007 7 林○璇 ******5639 
服一勤 10701008 8 林○妍 ******2509 
服一勤 10701009 9 林○諠 ******8778 
服一勤 10701010 10 林○琪 ******6325 
服一勤 10701011 11 邱○茵 ******0825 
服一勤 10701012 12 邱○雯 ******4015 
服一勤 10701013 13 邵○甄 ******1283 
服一勤 10701014 14 凃○安 ******3233 
服一勤 10701015 15 張○嫣 ******7001 
服一勤 10701016 16 張○寧 ******8667 
服一勤 10701017 17 張○榛 ******1235 
服一勤 10701018 18 莊○喬 ******9176 
服一勤 10701019 19 許○琦 ******0480 
服一勤 10701020 20 陳○惠 ******7013 
服一勤 10701021 21 陳○欣 ******2218 
服一勤 10701022 22 陳○姍 ******1222 
服一勤 10701023 23 陳○穎 ******4668 
服一勤 10701024 24 陳○瑄 ******7495 
服一勤 10701025 25 陳○珺 ******0241 
服一勤 10701026 26 陳○妤 ******7315 
服一勤 10701027 27 曾○瑜 ******9618 
服一勤 10701028 28 詹○晴 ******2160 
服一勤 10701029 29 蔡○玹 ******9092 
服一勤 10701030 30 蔡○妤 ******2569 
服一勤 10701031 31 鄭○庭 ******0069 
服一勤 10701032 32 龔○芳 ******6988 
服一勤 10701033 33 戴○樂 ******5226 
服一勤 10701034 34 謝○森 ******7567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服裝科    班級人數：34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服一和 10701035 1 文○惠 ******9763 
服一和 10701036 2 王○茹 ******8228 
服一和 10701037 3 任○蓁 ******4612 
服一和 10701038 4 余○靜 ******8570 
服一和 10701039 5 吳○禎 ******4188 
服一和 10701040 6 吳○穎 ******1226 
服一和 10701041 7 李○宣 ******0575 
服一和 10701042 8 李○婕 ******8513 
服一和 10701043 9 林○螢 ******8302 
服一和 10701044 10 邱○婷 ******3966 
服一和 10701045 11 柯○惠 ******4256 
服一和 10701046 12 洪○希 ******7712 
服一和 10701047 13 張○瑜 ******3176 
服一和 10701048 14 張○嘉 ******1092 
服一和 10701049 15 張○琪 ******5513 
服一和 10701050 16 陳○苹 ******8271 
服一和 10701051 17 陳○嫺 ******2146 
服一和 10701052 18 陳○吟 ******5893 
服一和 10701053 19 陳○琪 ******8072 
服一和 10701054 20 黃○妤 ******6747 
服一和 10701055 21 黃○惠 ******7422 
服一和 10701056 22 黃○玲 ******9660 
服一和 10701057 23 楊○坤 ******0003 
服一和 10701058 24 溫○卉 ******7021 
服一和 10701059 25 廖○葇 ******5919 
服一和 10701060 26 劉○華 ******5539 
服一和 10701061 27 蔡○靜 ******8081 
服一和 10701062 28 蕭○ ******1222 
服一和 10701063 29 謝○亘 ******9121 
服一和 10701064 30 鍾○安 ******7118 
服一和 10701065 31 鄺○雯 ******5281 
服一和 10701066 32 羅○希 ******8555 
服一和 10701067 33 饒○慈 ******1091 
服一和 10701068 34 邱○寧 ******4311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幼兒保育科   班級人數：28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幼一勤 10702001 1 朱○渝 ******5337 
幼一勤 10702002 2 吳○倫 ******4373 
幼一勤 10702003 3 吳○妍 ******4124 
幼一勤 10702004 4 吳○琇 ******4112 
幼一勤 10702005 5 李○蓉 ******9720 
幼一勤 10702006 6 李○迎 ******2050 
幼一勤 10702007 7 李○萱 ******2299 
幼一勤 10702008 8 林○臻 ******1515 
幼一勤 10702009 9 林○汶 ******8275 
幼一勤 10702010 10 阿○思．伊○○冠 ******7425 
幼一勤 10702011 11 洪○羚 ******1985 
幼一勤 10702012 12 徐○榛 ******1858 
幼一勤 10702013 13 郭○嘉 ******5812 
幼一勤 10702014 14 郭○璿 ******8581 
幼一勤 10702015 15 陳○芸 ******7591 
幼一勤 10702016 16 陳○言 ******5745 
幼一勤 10702017 17 陳○婷 ******0739 
幼一勤 10702018 18 黃○珊 ******3260 
幼一勤 10702019 19 黃○溱 ******0498 
幼一勤 10702020 20 楊○婕 ******7251 
幼一勤 10702021 21 楊○玫 ******9026 
幼一勤 10702022 22 劉○伶 ******0849 
幼一勤 10702023 23 蔡○伭 ******6181 
幼一勤 10702024 24 蔡○蓁 ******9476 
幼一勤 10702025 25 鄭○茹 ******0066 
幼一勤 10702026 26 盧○婷 ******1636 
幼一勤 10702027 27 鍾○琪 ******2017 
幼一勤 10702028 28 顏○妤 ******7258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幼兒保育科   班級人數：27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幼一和 10702029 1 王○婷 ******8327 
幼一和 10702030 2 王○儀 ******9300 
幼一和 10702031 3 王○穎 ******3556 
幼一和 10702032 4 朱○珮 ******4603 
幼一和 10702033 5 何○芸 ******7938 
幼一和 10702034 6 何○安 ******5236 
幼一和 10702035 7 李○倫 ******1373 
幼一和 10702036 8 林○妤 ******5008 
幼一和 10702037 9 林○軒 ******5737 
幼一和 10702038 10 林○芳 ******6445 
幼一和 10702039 11 施○庭 ******5996 
幼一和 10702040 12 夏○涵 ******7063 
幼一和 10702041 13 張○慈 ******9216 
幼一和 10702042 14 張○妍 ******0226 
幼一和 10702043 15 莊○慧 ******2710 
幼一和 10702044 16 郭○愉 ******0689 
幼一和 10702045 17 陳○瀞 ******8451 
幼一和 10702046 18 陳○婷 ******4571 
幼一和 10702047 19 陳○安 ******8888 
幼一和 10702048 20 陳○媗 ******4850 
幼一和 10702049 21 黃○宣 ******2942 
幼一和 10702050 22 楊○蓁 ******5931 
幼一和 10702051 23 鄔○涵 ******3465 
幼一和 10702052 24 廖○文 ******9875 
幼一和 10702053 25 趙○馨 ******2845 
幼一和 10702054 26 劉○臻 ******2137 
幼一和 10702055 27 魏○薇 ******6749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美容科   班級人數：33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美一勤 10703001 1 方○嵐 ******7256 
美一勤 10703002 2 王○喬 ******4002 
美一勤 10703003 3 史○璇 ******5692 
美一勤 10703004 4 吳○純 ******9066 
美一勤 10703005 5 呂○兒 ******4799 
美一勤 10703006 6 宋○蓁 ******0416 
美一勤 10703007 7 李○漪 ******2448 
美一勤 10703008 8 林○萱 ******5532 
美一勤 10703009 9 林○言 ******6815 
美一勤 10703010 10 柯○家 ******9756 
美一勤 10703011 11 胡○箏 ******9679 
美一勤 10703012 12 徐○慎 ******0705 
美一勤 10703013 13 張○芹 ******0315 
美一勤 10703014 14 張○馨 ******8315 
美一勤 10703015 15 張○薰 ******2432 
美一勤 10703016 16 張○婷 ******0053 
美一勤 10703017 17 張○平 ******0470 
美一勤 10703018 18 梁○雯 ******7036 
美一勤 10703019 19 郭○鈺 ******7203 
美一勤 10703020 20 郭○瑢 ******9897 
美一勤 10703021 21 郭○彣 ******1262 
美一勤 10703022 22 郭○玟 ******5539 
美一勤 10703023 23 陳○蓁 ******5917 
美一勤 10703024 24 陳○心 ******1631 
美一勤 10703025 25 黃○婕 ******2057 
美一勤 10703026 26 黃○翎 ******9590 
美一勤 10703027 27 楊○蓁 ******0211 
美一勤 10703028 28 楊○棻 ******1403 
美一勤 10703029 29 楊○芸 ******7378 
美一勤 10703030 30 董○妤 ******3457 
美一勤 10703031 31 簡○ ******3138 
美一勤 10703032 32 林○棋 ******6468 
美一勤 10703033 33 蘇○綸 ******1233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美容科   班級人數：32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美一和 10703034 1 王○琇 ******1550 
美一和 10703035 2 王○宜 ******1678 
美一和 10703036 3 吳○蓁 ******4020 
美一和 10703037 4 吳○君 ******0598 
美一和 10703038 5 吳○麗 ******3868 
美一和 10703039 6 李○誼 ******1786 
美一和 10703040 7 李○瑛 ******7400 
美一和 10703041 8 李○庭 ******5041 
美一和 10703042 9 周○蓁 ******3708 
美一和 10703043 10 林○廷 ******2936 
美一和 10703044 11 林○柔 ******6446 
美一和 10703045 12 林○媁 ******3106 
美一和 10703046 13 邵○淋 ******0761 
美一和 10703047 14 張○瑄 ******8355 
美一和 10703048 15 張○晴 ******6722 
美一和 10703049 16 張○庭 ******9682 
美一和 10703050 17 張○芸 ******0889 
美一和 10703051 18 許○怡 ******3840 
美一和 10703052 19 陳○欣 ******6283 
美一和 10703053 20 陳○琪 ******6442 
美一和 10703054 21 陳○潔 ******4252 
美一和 10703055 22 陳○妤 ******3741 
美一和 10703056 23 陳○如 ******3433 
美一和 10703057 24 陳○屏 ******5902 
美一和 10703058 25 曾○琦 ******0330 
美一和 10703059 26 劉○薰 ******2146 
美一和 10703060 27 蔡○珊 ******5400 
美一和 10703061 28 蔡○妤 ******5898 
美一和 10703062 29 蔡○禎 ******4045 
美一和 10703063 30 鍾○婕 ******5551 
美一和 10703064 31 譚○芸 ******0308 
美一和 10703065 32 蔣○倫 ******946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室內設計科   班級人數：36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室一勤 10704001 1 丁○安 ******0869 
室一勤 10704002 2 王○璇 ******8240 
室一勤 10704003 3 丘○晏 ******0423 
室一勤 10704004 4 吳○蓁 ******2951 
室一勤 10704005 5 吳○奕 ******3458 
室一勤 10704006 6 呂○蓁 ******6505 
室一勤 10704007 7 李○佳 ******7618 
室一勤 10704008 8 林○庭 ******5869 
室一勤 10704009 9 林○諭 ******5927 
室一勤 10704010 10 林○慈 ******5889 
室一勤 10704011 11 林○珊 ******7492 
室一勤 10704012 12 林○琪 ******1243 
室一勤 10704013 13 張○彤 ******3375 
室一勤 10704014 14 許○萓 ******2106 
室一勤 10704015 15 許○葳 ******1209 
室一勤 10704016 16 陳○均 ******7449 
室一勤 10704017 17 游○喬 ******8415 
室一勤 10704018 18 黃○荃 ******0548 
室一勤 10704019 19 黃○稻 ******9097 
室一勤 10704020 20 黃○芳 ******6706 
室一勤 10704021 21 劉○妏 ******8231 
室一勤 10704022 22 蔡○瑜 ******8400 
室一勤 10704023 23 賴○樺 ******0207 
室一勤 10704024 24 鍾○媛 ******0388 
室一勤 10704025 25 鍾○禎 ******5423 
室一勤 10704026 26 鍾○欣 ******3310 
室一勤 10704027 27 李○玹 ******5747 
室一勤 10704028 28 李○輝 ******1042 
室一勤 10704029 29 李○耀 ******4176 
室一勤 10704030 30 洪○恩 ******4458 
室一勤 10704031 31 孫○翔 ******0089 
室一勤 10704032 32 陳○鋒 ******9376 
室一勤 10704033 33 陳○棋 ******2185 
室一勤 10704034 34 曾○軒 ******0297 
室一勤 10704035 35 潘○熙 ******0620 
室一勤 10704036 36 蔡○格 ******7698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室內設計科   班級人數：36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室一和 10704037 1 王○柔 ******4716 
室一和 10704038 2 朱○柔 ******5140 
室一和 10704039 3 朱○葳 ******5452 
室一和 10704040 4 吳○華 ******5405 
室一和 10704041 5 李○萱 ******5096 
室一和 10704042 6 李○璇 ******9175 
室一和 10704043 7 林○言 ******0513 
室一和 10704044 8 林○彤 ******7196 
室一和 10704045 9 林○榆 ******5717 
室一和 10704046 10 韋○卉 ******8088 
室一和 10704047 11 翁○妡 ******3301 
室一和 10704048 12 張○婷 ******9798 
室一和 10704049 13 張○甄 ******1532 
室一和 10704050 14 莊○璇 ******2608 
室一和 10704051 15 莊○蓉 ******8202 
室一和 10704052 16 郭○萱 ******5683 
室一和 10704053 17 陳○均 ******6303 
室一和 10704054 18 陳○均 ******4967 
室一和 10704055 19 陳○琤 ******9040 
室一和 10704056 20 陳○婷 ******8579 
室一和 10704057 21 陳○蓉 ******8741 
室一和 10704058 22 黃○蘋 ******6472 
室一和 10704059 23 黃○岑 ******3145 
室一和 10704060 24 葉○柔 ******9649 
室一和 10704061 25 劉○琇 ******2351 
室一和 10704062 26 蔡○珊 ******3271 
室一和 10704063 27 王○澤 ******9560 
室一和 10704064 28 吳○岳 ******8925 
室一和 10704065 29 林○豪 ******5796 
室一和 10704066 30 高○謙 ******0266 
室一和 10704067 31 許○鈞 ******3975 
室一和 10704068 32 陳○伭 ******9586 
室一和 10704069 33 陳○睿 ******7257 
室一和 10704070 34 蕭○ ******0590 
室一和 10704071 35 謝○穠 ******8036 
室一和 10704072 36 顏○献 ******3536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資料處理科   班級人數：33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資一勤 10705001 1 伍○淳 ******5670 
資一勤 10705002 2 朱○熏 ******3998 
資一勤 10705003 3 李○芸 ******7085 
資一勤 10705004 4 林○驊 ******0062 
資一勤 10705005 5 林○芳 ******5125 
資一勤 10705006 6 姚○柔 ******8639 
資一勤 10705007 7 胡○瑄 ******2352 
資一勤 10705008 8 張○琦 ******6253 
資一勤 10705009 9 張○盈 ******9190 
資一勤 10705010 10 梁○ ******3211 
資一勤 10705011 11 許○榛 ******8471 
資一勤 10705012 12 陳○芳 ******6907 
資一勤 10705013 13 彭○軒 ******3587 
資一勤 10705014 14 曾○嫻 ******6609 
資一勤 10705015 15 曾○涵 ******0880 
資一勤 10705016 16 裘○蓁 ******8983 
資一勤 10705017 17 蕭○暄 ******7181 
資一勤 10705018 18 鍾○涵 ******5116 
資一勤 10705019 19 魏○葶 ******5209 
資一勤 10705020 20 蘇○慈 ******3173 
資一勤 10705021 21 何○倫 ******2416 
資一勤 10705022 22 吳○緣 ******4437 
資一勤 10705023 23 李○緯 ******3912 
資一勤 10705024 24 林○燁 ******0423 
資一勤 10705025 25 林○丞 ******2832 
資一勤 10705026 26 林○捷 ******8501 
資一勤 10705027 27 孫○翔 ******1646 
資一勤 10705028 28 高○凱 ******7969 
資一勤 10705029 29 陳○群 ******3693 
資一勤 10705030 30 趙○新 ******1313 
資一勤 10705031 31 蔡○安 ******0825 
資一勤 10705032 32 謝○翔 ******7556 
資一勤 10705033 33 魏○佑 ******3497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資料處理科   班級人數：33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資一和 10705034 1 何○兢 ******2292 
資一和 10705035 2 吳○樺 ******7263 
資一和 10705036 3 吳○佳 ******1958 
資一和 10705037 4 吳○仟 ******4707 
資一和 10705038 5 李○芳 ******8837 
資一和 10705039 6 李○羚 ******2039 
資一和 10705040 7 周○芊 ******2875 
資一和 10705041 8 林○葵 ******0910 
資一和 10705042 9 柯○欣 ******0906 
資一和 10705043 10 曹○珊 ******4008 
資一和 10705044 11 莊○萱 ******3251 
資一和 10705045 12 許○芳 ******1518 
資一和 10705046 13 麥○熏 ******2940 
資一和 10705047 14 黃○瑄 ******4446 
資一和 10705048 15 黃○菱 ******5765 
資一和 10705049 16 黃○群 ******4431 
資一和 10705050 17 黃○筑 ******2987 
資一和 10705051 18 黃○怡 ******5803 
資一和 10705052 19 鄒○ ******9738 
資一和 10705053 20 蔡○諼 ******5398 
資一和 10705054 21 石○生 ******9715 
資一和 10705055 22 吳○漢 ******8776 
資一和 10705056 23 凌○宇 ******0879 
資一和 10705057 24 張○廷 ******8735 
資一和 10705058 25 莊○弘 ******6652 
資一和 10705059 26 莊○龍 ******3868 
資一和 10705060 27 彭○艾 ******6516 
資一和 10705061 28 劉○瑋 ******4723 
資一和 10705062 29 歐○生 ******5437 
資一和 10705063 30 蔡○翰 ******1080 
資一和 10705064 31 蔡○邑 ******8847 
資一和 10705065 32 謝○勳 ******9993 
資一和 10705066 33 蘇○鈞 ******121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國際貿易科   班級人數：30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國一勤 10706001 1 王○恩 ******3858 
國一勤 10706002 2 王○琳 ******3529 
國一勤 10706003 3 石○妤 ******6215 
國一勤 10706004 4 吳○慈 ******7918 
國一勤 10706005 5 李○雅 ******5993 
國一勤 10706006 6 林○薰 ******7972 
國一勤 10706007 7 林○蓁 ******9833 
國一勤 10706008 8 林○萱 ******8200 
國一勤 10706009 9 徐○婷 ******3168 
國一勤 10706010 10 康○玲 ******6378 
國一勤 10706011 11 張○靜 ******8040 
國一勤 10706012 12 張○琳 ******3216 
國一勤 10706013 13 曹○玫 ******5647 
國一勤 10706014 14 許○瑄 ******9239 
國一勤 10706015 15 陳○霖 ******5531 
國一勤 10706016 16 陳○茜 ******7150 
國一勤 10706017 17 陳○璇 ******6242 
國一勤 10706018 18 陳○馨 ******2931 
國一勤 10706019 19 陳○昕 ******8879 
國一勤 10706020 20 黃○涵 ******6856 
國一勤 10706021 21 楊○雯 ******4580 
國一勤 10706022 22 蔡○姍 ******6205 
國一勤 10706023 23 盧○伶 ******2745 
國一勤 10706024 24 王○欽 ******4828 
國一勤 10706025 25 吳○峯 ******3595 
國一勤 10706026 26 洪○翔 ******0825 
國一勤 10706027 27 陳○威 ******4549 
國一勤 10706028 28 彭○俊 ******0986 
國一勤 10706029 29 蔡○翰 ******0091 
國一勤 10706030 30 薛○成 ******773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國際貿易科   班級人數：30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國一和 10706031 1 朱○宣 ******0407 
國一和 10706032 2 吳○娟 ******0390 
國一和 10706033 3 林○緯 ******8051 
國一和 10706034 4 邱○棻 ******5453 
國一和 10706035 5 金○希 ******1628 
國一和 10706036 6 侯○庭 ******7967 
國一和 10706037 7 侯○安 ******7485 
國一和 10706038 8 姚○伶 ******1106 
國一和 10706039 9 柯○儒 ******1612 
國一和 10706040 10 高○媛 ******4363 
國一和 10706041 11 陳○諠 ******3557 
國一和 10706042 12 陳○宇 ******4626 
國一和 10706043 13 曾○蕙 ******0577 
國一和 10706044 14 曾○涵 ******5160 
國一和 10706045 15 黃○薰 ******4670 
國一和 10706046 16 黃○筠 ******9156 
國一和 10706047 17 黃○瑩 ******5049 
國一和 10706048 18 蔡○玟 ******0560 
國一和 10706049 19 賴○謹 ******3859 
國一和 10706050 20 藍○瑄 ******3430 
國一和 10706051 21 羅○茜 ******6933 
國一和 10706052 22 羅○儒 ******3979 
國一和 10706053 23 蘇○蓁 ******8499 
國一和 10706054 24 李○儀 ******5765 
國一和 10706055 25 林○智 ******0898 
國一和 10706056 26 張○漢 ******4019 
國一和 10706057 27 黃○瑋 ******5811 
國一和 10706058 28 黃○愷 ******6569 
國一和 10706059 29 蔡○丞 ******6833 
國一和 10706060 30 魏○田 ******4188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觀光事務科   班級人數：35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觀一勤 10707001 1 呂○妍 ******7061 
觀一勤 10707002 2 李○錞 ******4203 
觀一勤 10707003 3 杜○妮 ******8839 
觀一勤 10707004 4 周○妤 ******9337 
觀一勤 10707005 5 林○卉 ******1732 
觀一勤 10707006 6 林○萱 ******2551 
觀一勤 10707007 7 施○貞 ******9125 
觀一勤 10707008 8 夏○謹 ******0602 
觀一勤 10707009 9 張○媚 ******7859 
觀一勤 10707010 10 張○琪 ******5039 
觀一勤 10707011 11 曹○琳 ******9729 
觀一勤 10707012 12 許○蕙 ******2517 
觀一勤 10707013 13 陳○玉 ******8022 
觀一勤 10707014 14 陳○蓉 ******0426 
觀一勤 10707015 15 陳○禎 ******6468 
觀一勤 10707016 16 曾○緹 ******0898 
觀一勤 10707017 17 曾○晴 ******3476 
觀一勤 10707018 18 黃○婷 ******0422 
觀一勤 10707019 19 趙○瑜 ******8869 
觀一勤 10707020 20 劉○綾 ******1677 
觀一勤 10707021 21 蔡○螢 ******3208 
觀一勤 10707022 22 蔡○潔 ******7429 
觀一勤 10707023 23 蔡○蓁 ******0871 
觀一勤 10707024 24 鄭○中 ******6350 
觀一勤 10707025 25 蕭○婕 ******5802 
觀一勤 10707026 26 顏○穎 ******2691 
觀一勤 10707027 27 王○仁 ******2296 
觀一勤 10707028 28 池○樹 ******7778 
觀一勤 10707029 29 李○霖 ******2700 
觀一勤 10707030 30 李○輝 ******4096 
觀一勤 10707031 31 汪○倫 ******1782 
觀一勤 10707032 32 陳○琳 ******8533 
觀一勤 10707033 33 黃○權 ******4981 
觀一勤 10707034 34 潘○余 ******7615 
觀一勤 10707035 35 潘○濠 ******746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觀光事務科   班級人數：34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觀一和 10707036 1 呂○慈 ******8717 
觀一和 10707037 2 呂○蓁 ******7723 
觀一和 10707038 3 李○穎 ******4337 
觀一和 10707039 4 林○穎 ******0259 
觀一和 10707040 5 林○妤 ******9813 
觀一和 10707041 6 林○鏵 ******8329 
觀一和 10707042 7 林○葳 ******7327 
觀一和 10707043 8 林○羽 ******6481 
觀一和 10707044 9 邱○甄 ******3063 
觀一和 10707045 10 俞○琳 ******4997 
觀一和 10707046 11 徐○卉 ******7865 
觀一和 10707047 12 張○瑄 ******7172 
觀一和 10707048 13 張○榕 ******8547 
觀一和 10707049 14 張○蕙 ******5121 
觀一和 10707050 15 梁○薰 ******3572 
觀一和 10707051 16 連○蓁 ******8208 
觀一和 10707052 17 郭○蓉 ******7372 
觀一和 10707053 18 郭○冬 ******7041 
觀一和 10707054 19 郭○云 ******9192 
觀一和 10707055 20 馮○臻 ******1703 
觀一和 10707056 21 黃○辰 ******3505 
觀一和 10707057 22 黃○予 ******3053 
觀一和 10707058 23 劉○華 ******8201 
觀一和 10707059 24 蔡○庭 ******2026 
觀一和 10707060 25 顏○羚 ******7945 
觀一和 10707061 26 池○樹 ******7803 
觀一和 10707062 27 李○宇 ******0858 
觀一和 10707063 28 林○諺 ******3577 
觀一和 10707064 29 柯○佑 ******9607 
觀一和 10707065 30 唐○軒 ******1448 
觀一和 10707066 31 陳○彰 ******8338 
觀一和 10707067 32 陳○琨 ******8515 
觀一和 10707068 33 潘○安 ******8410 
觀一和 10707069 34 蔡○駿 ******311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餐飲管理科   班級人數：36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餐一勤 10708001 1 王○茹 ******5521 
餐一勤 10708002 2 王○婷 ******2679 
餐一勤 10708003 3 王○慈 ******4793 
餐一勤 10708004 4 朱○綺 ******7256 
餐一勤 10708005 5 吳○庭 ******8812 
餐一勤 10708006 6 吳○婷 ******0311 
餐一勤 10708007 7 周○萱 ******1962 
餐一勤 10708008 8 林○禔 ******8326 
餐一勤 10708009 9 林○琳 ******4767 
餐一勤 10708010 10 洪○玲 ******2978 
餐一勤 10708011 11 洪○ ******8456 
餐一勤 10708012 12 常○珍 ******4702 
餐一勤 10708013 13 張○馨 ******3492 
餐一勤 10708014 14 許○榕 ******8983 
餐一勤 10708015 15 許○葳 ******0872 
餐一勤 10708016 16 陳○婷 ******6436 
餐一勤 10708017 17 陳○蓁 ******9118 
餐一勤 10708018 18 陳○穎 ******2056 
餐一勤 10708019 19 曾○蓁 ******7187 
餐一勤 10708020 20 黃○婷 ******0097 
餐一勤 10708021 21 薛○恩 ******5241 
餐一勤 10708022 22 宋○誠 ******4556 
餐一勤 10708023 23 李○恩 ******0532 
餐一勤 10708024 24 周○德 ******4021 
餐一勤 10708025 25 高○恩 ******6953 
餐一勤 10708026 26 張○嘉 ******4553 
餐一勤 10708027 27 莊○昇 ******0905 
餐一勤 10708028 28 曾○翔 ******1730 
餐一勤 10708029 29 黃○傑 ******3057 
餐一勤 10708030 30 劉○嘉 ******0087 
餐一勤 10708031 31 劉○吾 ******7376 
餐一勤 10708032 32 鄭○薰 ******3985 
餐一勤 10708033 33 謝○祐 ******1117 
餐一勤 10708034 34 鍾○隆 ******3437 
餐一勤 10708035 35 顏○州 ******9345 
餐一勤 10708036 36 蘇○銘 ******040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餐飲管理科   班級人數：35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餐一和 10708037 1 古○瑜 ******3965 
餐一和 10708038 2 石○宜 ******5735 
餐一和 10708039 3 吳○瑩 ******8972 
餐一和 10708040 4 林○柔 ******7981 
餐一和 10708041 5 林○書 ******9407 
餐一和 10708042 6 林○棋 ******0681 
餐一和 10708043 7 邱○萱 ******6362 
餐一和 10708044 8 柯○芳 ******7907 
餐一和 10708045 9 徐○媛 ******1130 
餐一和 10708046 10 張○菀 ******9186 
餐一和 10708047 11 許○芳 ******4720 
餐一和 10708048 12 郭○璇 ******9327 
餐一和 10708049 13 陳○馨 ******9280 
餐一和 10708050 14 曾○昀 ******1396 
餐一和 10708051 15 黃○晰 ******7879 
餐一和 10708052 16 黃○雅 ******0667 
餐一和 10708053 17 劉○彣 ******1162 
餐一和 10708054 18 韓○弘 ******3126 
餐一和 10708055 19 蘇○儀 ******3583 
餐一和 10708056 20 蘇○安 ******8965 
餐一和 10708057 21 鐘○芸 ******0270 
餐一和 10708058 22 王○駿 ******7172 
餐一和 10708059 23 朱○育 ******3255 
餐一和 10708060 24 吳○澔 ******0779 
餐一和 10708061 25 宋○承 ******8797 
餐一和 10708062 26 林○翰 ******2335 
餐一和 10708063 27 邱○翔 ******4407 
餐一和 10708064 28 姜○中 ******3538 
餐一和 10708065 29 唐○智 ******2476 
餐一和 10708066 30 張○杰 ******5922 
餐一和 10708067 31 陳○同 ******8820 
餐一和 10708068 32 董○ ******0018 
餐一和 10708069 33 鄭○豪 ******0222 
餐一和 10708070 34 瞿○馳 ******2791 
餐一和 10708071 35 魏○璋 ******4745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普通科   班級人數：22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普一敏 30701001 1 吳○泉 ******6712 
普一敏 30701002 2 李○騏 ******0693 
普一敏 30701003 3 李○霖 ******2452 
普一敏 30701004 4 辛○翰 ******2921 
普一敏 30701005 5 阮○瑋 ******2167 
普一敏 30701006 6 阮○軒 ******2626 
普一敏 30701007 7 林○豪 ******5900 
普一敏 30701008 8 林○禮 ******6349 
普一敏 30701009 9 柏○遑 ******4512 
普一敏 30701010 10 高○惟 ******0419 
普一敏 30701011 11 張○桀 ******1238 
普一敏 30701012 12 張○ ******6822 
普一敏 30701013 13 莊○勝 ******5466 
普一敏 30701014 14 許○宇 ******5368 
普一敏 30701015 15 陳○坤 ******0789 
普一敏 30701016 16 陳○嘉 ******6189 
普一敏 30701017 17 黃○熙 ******9631 
普一敏 30701018 18 黃○家 ******5378 
普一敏 30701019 19 潘○緯 ******0591 
普一敏 30701020 20 蕭○煌 ******1742 
普一敏 30701021 21 賴○棋 ******6303 
普一敏 30701022 22 薛○承 ******2822 

     
     
     
     
     
     
     
     
     
     
     
     
     

     



 

107 學年度三民家商新生入學編班名單 
     
科組名稱：綜合職能科   班級人數：15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綜一敏 40701001 1 王○儒 ******5177 
綜一敏 40701002 2 林○婷 ******8440 
綜一敏 40701003 3 柯○妤 ******9953 
綜一敏 40701004 4 陳○惠 ******5289 
綜一敏 40701005 5 劉○琳 ******8637 
綜一敏 40701006 6 劉○蕎 ******3172 
綜一敏 40701007 7 盧○宜 ******4267 
綜一敏 40701008 8 韓○林 ******2593 
綜一敏 40701009 9 李○晉 ******7123 
綜一敏 40701010 10 邱○仁 ******2326 
綜一敏 40701011 11 夏○愷 ******5602 
綜一敏 40701012 12 章○鉦 ******1691 
綜一敏 40701013 13 馮○華 ******2696 
綜一敏 40701014 14 董○豐 ******0881 
綜一敏 40701015 15 邊○軒 ******6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