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人數 導師 學程
高 二 忠 32 林春龍老師 社會學程23、應英學程9

高 二 孝 36 李于佳老師 電機學程17、電子學程19

高 二 仁 30 陳葳涵老師 化工學程15、汽車學程15

高 二 愛 35 陳秋麗老師 機械學程35

高 二 信 33 邱雅娟老師 食品學程33

班級
座

號
姓名 分發學程

忠班 1 李○興 化工學程

忠班 2 林○婷 食品學程

忠班 3 林○宜 社會學程

忠班 4 廖○強 汽車學程

忠班 5 李○甄 機械學程

忠班 6 沈○○舜 化工學程

忠班 7 林○臻 食品學程

忠班 8 劉○萍 社會學程

忠班 9 程○瀚 電子學程

忠班 10 羅○嘉 電子學程

忠班 11 傅○惠 社會學程

忠班 12 莊○齊 社會學程

忠班 13 歐○嫺 社會學程

忠班 14 許○宗 機械學程

忠班 15 陳○溢 機械學程

忠班 16 徐○志 機械學程

忠班 17 林○鋐 機械學程

忠班 18 蔡○宸 電子學程

忠班 19 林○楷 機械學程

忠班 20 李○綾 機械學程

忠班 21 蔡○文 機械學程

忠班 22 張○誠 食品學程

忠班 23 歐○蓁 社會學程

忠班 24 蔡○元 化工學程

忠班 25 林○輝 機械學程

忠班 26 廖○鈞 社會學程

忠班 27 洪○翔 化工學程

忠班 28 張○騏 應英學程

忠班 29 鍾○珍 電子學程

忠班 30 陳○升 電機學程

忠班 31 潘○誠 機械學程

忠班 32 廖○祥 機械學程

忠班 33 李○廷 化工學程

忠班 34 陳○妤 化工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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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綜高一升二學程分流名單(111.06.15.公告)



班級 人數 導師 學程
高 二 忠 32 林春龍老師 社會學程23、應英學程9

高 二 孝 36 李于佳老師 電機學程17、電子學程19

高 二 仁 30 陳葳涵老師 化工學程15、汽車學程15

高 二 愛 35 陳秋麗老師 機械學程35

高 二 信 33 邱雅娟老師 食品學程33

班級
座

號
姓名 分發學程

110-2綜高一升二導師及學程表(111.06.15.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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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班 1 曾○涵 電子學程

孝班 2 張○蘭 化工學程

孝班 3 程○棱 化工學程

孝班 4 朴○仙 應英學程

孝班 5 楊○涵 社會學程

孝班 6 張○慈 社會學程

孝班 7 林○瑜 社會學程

孝班 8 郭○宜 化工學程

孝班 9 陳○美 應英學程

孝班 10 吳○卉 食品學程

孝班 11 林○瑜 食品學程

孝班 12 高○禧 應英學程

孝班 13 程○熏 機械學程

孝班 14 廖○強 電子學程

孝班 15 王○慶 電子學程

孝班 16 呂○祖 機械學程

孝班 17 徐○揚 食品學程

孝班 18 劉○山 機械學程

孝班 19 葉○璿 電子學程

孝班 20 廖○塏 機械學程

孝班 21 林○宇 電子學程

孝班 22 莊○勝 汽車學程

孝班 23 張○睿 機械學程

孝班 24 朱○勳 機械學程

孝班 25 周○翊 應英學程

孝班 26 江○瑋 電機學程

孝班 27 林○賓 機械學程

孝班 28 羅○倫 電子學程

孝班 29 蕭○榮 電子學程

孝班 30 詹○謙 機械學程

孝班 31 許○又 汽車學程

孝班 32 徐○恆 汽車學程

孝班 33 林○妤 應英學程

孝班 34 陳○宇 食品學程



班級 人數 導師 學程
高 二 忠 32 林春龍老師 社會學程23、應英學程9

高 二 孝 36 李于佳老師 電機學程17、電子學程19

高 二 仁 30 陳葳涵老師 化工學程15、汽車學程15

高 二 愛 35 陳秋麗老師 機械學程35

高 二 信 33 邱雅娟老師 食品學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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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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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班 1 林○綺 應英學程

仁班 2 程○甄 食品學程

仁班 3 蔡○甄 社會學程

仁班 4 張○瑄 化工學程

仁班 5 王○妤 食品學程

仁班 6 林○均 食品學程

仁班 7 許○純 食品學程

仁班 8 陳○羽 社會學程

仁班 9 張○瑀 食品學程

仁班 10 許○碩 汽車學程

仁班 11 王○利 機械學程

仁班 12 張○慎 社會學程

仁班 13 廖○彤 社會學程

仁班 14 謝○祐 電機學程

仁班 15 廖○助 食品學程

仁班 16 劉○杉 電機學程

仁班 17 林○宏 電機學程

仁班 18 陳○象 汽車學程

仁班 19 林○辰 機械學程

仁班 20 陳○縈 食品學程

仁班 21 王○朋 電子學程

仁班 22 林○揚 電子學程

仁班 23 程○? 社會學程

仁班 24 羅○鴻 食品學程

仁班 25 陳○睿 汽車學程

仁班 26 李○駿 機械學程

仁班 27 崔○翔 食品學程

仁班 28 張○祥 汽車學程

仁班 29 黃○華 汽車學程

仁班 30 王○程 食品學程

仁班 31 廖○泓 電子學程

仁班 32 王○禹 電機學程

仁班 33 蔡○展 化工學程



班級 人數 導師 學程
高 二 忠 32 林春龍老師 社會學程23、應英學程9

高 二 孝 36 李于佳老師 電機學程17、電子學程19

高 二 仁 30 陳葳涵老師 化工學程15、汽車學程15

高 二 愛 35 陳秋麗老師 機械學程35

高 二 信 33 邱雅娟老師 食品學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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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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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班 1 陳○龍 機械學程

愛班 2 廖○齊 機械學程

愛班 3 許○銘 電機學程

愛班 4 張○宜 食品學程

愛班 5 程○皓 機械學程

愛班 6 林○翰 機械學程

愛班 7 蔡○豫 機械學程

愛班 8 張○閔 電機學程

愛班 9 蔡○同 化工學程

愛班 10 王○傑 機械學程

愛班 11 李○誠 機械學程

愛班 12 曹○雅 食品學程

愛班 13 李○諭 社會學程

愛班 14 楊○筑 社會學程

愛班 15 李○俊 機械學程

愛班 16 黃○暄 食品學程

愛班 17 李○誠 食品學程

愛班 18 張○紘 電機學程

愛班 19 王○朋 化工學程

愛班 20 鄭○于 食品學程

愛班 21 李○原 食品學程

愛班 22 張○倫 電機學程

愛班 23 謝○澄 電機學程

愛班 24 曹○勛 電機學程

愛班 25 林○琳 電子學程

愛班 26 董○妤 社會學程

愛班 27 蔡○宇 食品學程

愛班 28 廖○安 食品學程

愛班 29 邱○琪 社會學程

愛班 30 曾○芯 食品學程

愛班 31 余○塏 汽車學程

愛班 32 李○田 電子學程

愛班 33 林○羽 應英學程



班級 人數 導師 學程
高 二 忠 32 林春龍老師 社會學程23、應英學程9

高 二 孝 36 李于佳老師 電機學程17、電子學程19

高 二 仁 30 陳葳涵老師 化工學程15、汽車學程15

高 二 愛 35 陳秋麗老師 機械學程35

高 二 信 33 邱雅娟老師 食品學程33

班級
座

號
姓名 分發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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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班 1 程○倫 應英學程

信班 2 江○培 食品學程

信班 3 廖○竑 電機學程

信班 4 林○涵 化工學程

信班 5 賴○玄 食品學程

信班 6 劉○兒 食品學程

信班 7 廖○辰 化工學程

信班 8 廖○婷 社會學程

信班 9 林○妤 食品學程

信班 10 劉○沂 社會學程

信班 11 蕭○惢 社會學程

信班 12 余○育 機械學程

信班 13 李○瑞 機械學程

信班 14 廖○志 電子學程

信班 15 徐○賢 食品學程

信班 16 莊○賢 電子學程

信班 17 葉○承 汽車學程

信班 18 張○偉 電機學程

信班 19 洪○銘 食品學程

信班 20 林○祥 電子學程

信班 21 林○源 電機學程

信班 22 吳○錩 機械學程

信班 23 陳○豪 汽車學程

信班 24 陳○承 汽車學程

信班 25 鄭○燈 機械學程

信班 26 康○閎 電機學程

信班 27 郭○均 機械學程

信班 28 廖○勳 食品學程

信班 29 黃○鋒 電機學程

信班 30 柯○宇 汽車學程

信班 31 李○鎧 社會學程

信班 32 廖○淵 汽車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