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名單 

 

1.依據 106 年 4 月 27 日本校 106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通過。  

2.錄取生採網路報到方式，「報到通知單」於 106 年 5 月 2 日 (二 )當天寄出；網路報到系統，網址：

http://www.nkuht.edu.tw/main.php「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全球資訊網」，點選左上角「新生」選項→

「公用系統」→「新生網路報到」，鍵入身分證字號及准考證 (或報名或甄選或登記證 )號碼 (請參

閱信封標籤 )，自行將個人學籍資料完整建檔。  

3.正取生報到截止日： 106 年 05 月 17 日 (三 )，未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放棄，不再另行通知。  

4.備取生報到作業：正取生報到完成，本校註冊課務組或進修教務組統計各所缺額後，依序通知備

取生辦理網路報到。遞補截止日： 106 年 08 月 02 日 (三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 07-8060505 轉

1211~1213(一般生或在職生 )或 1812～ 1814(在職專班 )。  

5.本校將於 106 年 5 月 2 日 (二 )上午 10 點始得開放新生網路報到 ,請錄取考生稍安勿躁。  

6.依據簡章規定，考試總成績未達錄取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如有疑義，請逕洽各所。 

※若筆試、面試有零分或缺考者，即不予錄取。  

※一般生及在職生報到相關事宜請洽詢校內分機 1211～ 1213；在職專班生請洽詢校內分機 1812～

1814。  

※其他相關事宜歡迎參考本校招生資訊網—常見問題 Q&A(http://exam.nkuht.edu.tw/main.php) 

※依據簡章，本校不受理電話查榜，敬請見諒。  

 

觀光研究所博士班(產業研究)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051 

錄取正取生 3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5.35 分 

 

2191 10601004 林廣易 正1

2039 10601003 李怡頡 正2

正3

名次

2029 10601001 蔡駿暉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觀光研究所博士班(產學合作)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051 

錄取正取生 2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8.17 分 

 

正2

正1

2017 10602001 謝怡妮

名次

2033 10602002 王奕凱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研究所(管理組)碩士班(在職專班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10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4.35 分 

 

名次

正1

正2

正3

2007 10603009 高芷伶 正4

正5

正6

正7

正8

正9

正10
1973 10603004 黃志煒

1991 10603006 林湘棻

1975 10603005 宋美昕

2011 10603010 杜育松

1968 10603003 李婉如

1960 10603001 汪熙哲

2015 10603011 何鈞

2004 10603008 歐冠成

1997 10603007 郭姿攸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研究所(教育組)碩士班(在職專班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4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0.8 分 

 

名次

1969 10608002 賴貞宇 正1

正2

正3

2006 10608004 陳儷鳳 正4

1965 10608001 呂幸安

2000 10608003 王聖元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研究所(管理組)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7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8.53 分 

 

名次

正1

2027 10604027 王靜文 正2

正3

1989 10604025 阮紹榮 正4

1956 10604022 章友亮 正5

1959 10604023 劉彥享 正6

2020 10604026 王薏蕙 正7

2036 10604028 蔣依昀

1971 10604024 馬月屏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研究所(教育組)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3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4.8 分 

 

名次

2001 10609011 陳奕汝 正1

1963 10609010 洪翊勝 正2

1957 10609009 劉芝妍 正3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觀光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051 

錄取正取生 9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9.87 分 

 

名次

2019 10623023 黃鈺惠 正1

1977 10623018 朱婉甄 正2

1994 10623020 陳宜蓁 正3

1974 10623017 陳柏堯 正4

1999 10623022 陳怡如 正5

1992 10623019 吳冠毅 正6

2192 10623024 柯姮辰 正7

1998 10623021 顏敬學 正8

1961 10623015 胡純瑋 正9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觀光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專班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051 

錄取正取生 6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2.87 分 

 

名次

正1

正2

正3

正4

2021 10624005 劉宗祈 正5

2013 10624004 蘇士豪 正6

2038 10624007 陳沛瑜

2034 10624006 林士勛

1976 10624002 藍元松

1986 10624003 顏裕峯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351 

錄取正取生 11 名，備取生 1 名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7.67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6.27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名次

1970 10626026 郭明修 正1

正2

正3

2028 10626034 張瑞廷 正4

2030 10626035 周慶芳 正5

2040 10626038 鄭毓揚 正6

正7

2025 10626033 劉京玟 正8

1978 10626027 林筱芸 正9

2022 10626032 陳依佑 正10

1981 10626028 張永勤 正11

2014 10626031 陳婉瑜 備1

2032 10626037 吳僖虔

2031 10626036 曾巧鈞

1984 10626029 陳奕健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351 

錄取正取生 5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8.07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名次

正1

正2

正3

1958 10627011 羅文君 正4

正5
2009 10627014 周鶯麗

2041 10627015 黃瑞靜

1980 10627012 吳記緯

1983 10627013 林本修

流水號 准考證號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