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3 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名單 
 
1.依據 103 年 5 月 1 日本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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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5 月 5 日 (一 )

3.正取生報到截止日： 103 年 05 月 21 日 (三 )，未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放棄，不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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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備取生報到作業：正取生報到完成，本校註冊組統計各所缺額後，依序通知備取生辦理網路報到。

遞補截止日： 103 年 08 月 06 日 (三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 07-8060505 轉 1211~1213。  
5.本校將於 103 年 5 月 5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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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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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 分 

 

10301006 張◎蓉 正取1

正取3

正取2

10301004 劉◎珍

名次

10301008 蔡◎瑩

准考證號 姓名

 



 

旅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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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 1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9.04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6.9 分 

10322005 陳◎銘 正取1

備取1

正取2

10322003 劉◎明

名次

10322004 陳◎妏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11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0.56 分 

依據簡章規定，考試總成績未達錄取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 
 

10304035 徐◎翔 正取1 10304037 陳◎洲 正取7

10304034 林◎岑 正取2 10304025 蘇◎翔 正取8

10304029 林◎維 正取3 10304031 黃◎萍 正取9

10304027 游◎婷 正取4 10304028 劉◎宜 正取10

10304030 李◎哲 正取5 10304040 黃◎賢 正取11

10304032 陳◎甄 正取6

名次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專班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801 

錄取正取生 20 名，備取生 4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3.95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0.12 分 

 

姓名 名次

10305005 忽◎興 正取18

10305008 張◎羚 備取1

備取4

准考證號

10305010

10305026 鄭◎利

備取2

陳◎瑋 備取3

正取20

10305023 涂◎雯

10305022 黃◎祺

正取19

正取17

10305013 郭◎茹

10305002 黃◎欽

正取16

正取15

10305004 許◎豪

10305020 林◎宇

正取14

正取13

10305021 呂◎偉

10305016 范◎瑀

正取12

正取11

10305006 謝◎玲

10305019 戴◎鈞

正取10

正取9

10305003 楊◎菁

10305009 蔡◎莉

正取8

正取7

10305018 黃◎原

10305012 葉◎耀

正取6

正取5

10305011 張◎蘋

10305017 李◎州

正取4

正取3

10305015 郭◎維

正取2

10305007 黃◎銘

正取1

10305014 蘇◎榮

名次

10305001 莊◎清

准考證號 姓名

 



旅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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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分 

 

10302033 楊◎婷 正取2 10302030 洪◎芷 正取7

10302027 薛◎文 正取3 10302031 姜◎亘 正取8

10302025 蔡◎穎 正取4 10302029 游◎蓉 正取9

10302026 郝◎瑩 正取5

正取1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10302028 賴◎怡 正取6

名次

10302034 謝◎珍

准考證號 姓名

 

 

旅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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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備取生 1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90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9.4 分 

 

10303014 江◎鴻 正取3 10303006 趙◎玲 正取10

姓名 名次

10303001 莊◎珊 正取8

10303016 朱◎菱 正取12

正取11

准考證號

10303011 王◎絹 備取1

10303007 洪◎豪

正取910303010 王◎菱

正取7

正取6

10303009 陳◎郡

10303013 林◎連

正取5

正取4

10303002 李◎樺

正取2

10303003 黃◎誠

正取1

10303012 柯◎倩

名次

10303008 蔡◎白

准考證號 姓名

 
 



 
 

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351 

錄取正取生 8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1.5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10306010 陳◎伶 正取2 10306008 陳◎如 正取6

10306011 陳◎安 正取3 10306014 廖◎筠 正取7

10306009 王◎妤 正取4 10306017 孫◎懋 正取8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10306016 陳◎良 正取5正取1

名次

10306015 林◎蓉

准考證號 姓名

 
 

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351 

錄取正取生 1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6.5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正取1

名次

10307003 劉◎達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151 

錄取正取生 4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2.09 分 

 

正取2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10308015 陳◎倫 正取3

10308014 王◎庭 正取4

正取1

10308013 蔡◎柔

名次

10308012 張◎菁

准考證號 姓名

 
 

餐旅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專班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151 

錄取正取生 12 名，備取生 1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3.09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1.53 分 

 

賴◎宏 正取11

10309005 顏◎嫻 正取12

10309012 陳◎樺 備取1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10309002 陳◎欣 正取8

正取9

10309003 張◎菁 正取10

10309004

正取7

10309008 李◎英

10309011 鐘◎盈

正取6

正取5

10309010 李◎誠

10309009 陳◎杰

正取4

正取3

10309007 黃◎暉

正取2

10309006 涂◎如

正取1

10309001 杜◎穎

名次

10309013 張◎雯

准考證號 姓名

 
 
 



 

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252 

錄取正取生 4 名，未列備取生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0.93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10310023 吳◎如 正取1 10310019 陳◎玲 正取3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10310025 鄭◎君 正取4正取2

名次

10310021 賴◎年

准考證號 姓名

 
 

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在職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252 

錄取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3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1.52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74.08 分 

依據簡章規定，同所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相互流用 
 

備取3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

備取2

10311005 王◎仁

備取1

10311006 高◎谷

正取5

10311010 蔡◎杰

正取4

10311008 朱◎音

正取3

10311013 林◎菁

正取2

10311009 林◎維

正取1

10311012 葉◎琦

名次

10311007 韓◎民

准考證號 姓名

 



 

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學位學程(一般生)錄取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 轉 2511 

錄取正取生 6 名，備取生 2 名，若正取生放棄時，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最低錄取標準：80 分   備取生最低錄取標準：69 分 

 

10312017 許◎函 正取1 10312020 陳◎蓉 正取5

10312022 陳◎枚 正取2 10312019 張◎韻 正取6

10312023 洪◎珊 正取3 10312021 陳◎升 備取1

10312026 林◎竹 正取4 10312018 陳◎豪 備取2

准考證號 姓名 名次名次准考證號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