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05學年度二技日間部暨進修部申請入學錄取名單

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1 陳◎臻 106109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 46 蔡◎霖 106103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9 91 楊◎嵐 106115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 沈◎琳 106102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 47 楊◎雅 106108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0 92 陳◎曄 106103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 李◎叡 106108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 48 董◎雅 106100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1 93 高◎萱 106103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 張◎宜 106101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4 49 王◎婷 106100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2 94 郭◎廷 106111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5 郭◎萱 106106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5 50 黃◎禾 106103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3 95 陳◎純 106107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6 楊◎凡 106101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6 51 蔡◎芸 106102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4 96 李◎音 106103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7 謝◎芯 106103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6 52 謝◎華 106110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5 97 鄭◎潔 106112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8 吳◎凡 106100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8 53 黃◎晴 106116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6 98 王◎霖 106107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9 張◎雅 106110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9 54 黃◎芸 106107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7 99 邱◎旎 106108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0 朱◎瑩 106108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0 55 劉◎菡 106100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8 100 劉◎玲 106104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1 于◎玲 106100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1 56 陳◎澤 106102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9 101 簡◎萱 106101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 錢◎文 106108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2 57 連◎絜 106110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0 102 林◎瑜 106107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 蘇◎瑜 106112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3 58 王◎峯 106101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1 103 何◎伶 106105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 王◎云 106114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3 59 江◎如 106102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1 104 裘◎綺 106108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 陳◎豪 106101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5 60 郭◎妤 106106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3 105 姜◎竺 106115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6 穆◎婧 106100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6 61 李◎諭 106116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4 106 曾◎萍 106107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7 吳◎純 106104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7 62 楊◎靖 106115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5 107 羅◎ 106113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8 陳◎佑 106113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8 63 高◎雯 106103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6 108 林◎雯 106109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9 黃◎靜 106109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19 64 楊◎雅 106110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7 109 莊◎婷 106113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0 曾◎妤 106105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0 65 鄭◎珊 106111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8 110 林◎瑩 106100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1 王◎憲 106102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1 66 黃◎婷 106101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9 111 蔡◎聆 106104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2 張◎晴 106102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2 67 蔡◎靜 106109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0 112 葉◎惠 106102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3 王◎瑜 106109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3 68 韋◎馨 106111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1 113 翁◎柔 106114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4 卜◎妮 106110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4 69 白◎蓁 106110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2 114 王◎筑 106114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5 楊◎安 106108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5 70 陳◎樺 106111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3 115 胡◎璇 106104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6 曾◎箏 106112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6 71 林◎芳 106106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4 116 黃◎霖 106108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7 朱◎華 106101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7 72 盧◎蓉 106102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5 117 劉◎博 106112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8 程◎淳 106105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8 73 陳◎芬 106111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6 118 廖◎凱 106111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29 陳◎璇 106109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29 74 林◎萱 106110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19 謝◎棋 106107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0 劉◎賢 106115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0 75 李◎暘 106111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0 陳◎妤 106105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1 周◎庭 106108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1 76 黃◎茜 106105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1 林◎ 106101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2 吳◎瑜 106104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2 77 劉◎廷 106114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2 張◎媛 106104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3 金◎萱 106108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3 78 黃◎嘉 106112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3 王◎加 106102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4 林◎廷 106103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4 79 劉◎頤 106104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4 陳◎宣 106112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5 魏◎璇 106100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5 80 張◎珊 106106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5 胡◎綺 106107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6 劉◎晞 106114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正取36 81 李◎菱 106107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6 林◎儀 106109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7 馮◎愛 1061156 原住民生 旅館管理系 原住民生1 82 黃◎蓉 106103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7 殷◎炫 106114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8 簡◎儀 106101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1 83 陳◎芳 106114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8 周◎宇 106112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39 陳◎伶 106115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2 84 吳◎穎 106111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29 謝◎君 106113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0 梁◎ 106101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3 85 李◎雅 106116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0 廖◎儷 106109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1 吳◎馨 106113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4 86 孫◎凰 106106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1 陳◎婷 106116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2 陳◎雅 106106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5 87 詹◎理 106104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2 蔡◎綺 106115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3 劉◎昕 106115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6 88 陳◎儒 106106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3 李◎寧 106110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4 黃◎琦 1061078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7 89 林◎汝 106115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4 廖◎喬 106116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45 馮◎盈 106100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備取8 90 陳◎翰 106107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5 劉◎瑜 106105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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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136 彭◎勛 106116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7 蔡◎妮 106115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8 張◎浚 106113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39 林◎婷 106109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0 蔡◎謙 106113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1 曾◎螢 1061146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2 林◎璇 106110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3 林◎儀 106111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4 廖◎喬 106109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5 郭◎嘉 106106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6 劉◎佑 1061129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7 劉◎萍 106113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8 張◎德 1061054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49 陳◎欣 1061047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0 程◎庭 1061165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1 盧◎婷 1061052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2 謝◎萱 106114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3 游◎丞 1061130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4 詹◎晞 1061121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5 郭◎瑜 1061163 一般生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156 陳◎凱 1061025 退伍軍人 旅館管理系 不錄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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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序號 姓名 准試編號 身分別 錄取系別 錄取名次

1 張◎珍 106207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 46 卜◎妮 106205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3 91 游◎丞 106206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 陳◎琪 106209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 47 黃◎潁 106201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4 92 侯◎蓁 106200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 殷◎炫 106207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3 48 陳◎哲 106208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5 93 曾◎穠 106204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 趙◎琇 106206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4 49 李◎音 106202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6 94 潘◎竹 106204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5 宋◎瑄 106206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5 50 林◎雯 106204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7 95 莊◎盟 106205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6 王◎峯 106207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6 51 陳◎澤 106204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8 96 許◎恩 106205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7 陳◎芬 106202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7 52 胡◎璇 106206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9 97 沈◎宏 106201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8 王◎霖 106210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8 53 陳◎嘉 106208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0 98 柯◎馨 106201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9 蔡◎霖 106205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9 54 陳◎欣 106207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1 99 陳◎穎 106203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0 陳◎曄 106205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0 55 陳◎佑 106205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2 100 黃◎宏 106200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1 劉◎涵 106201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1 56 陳◎臻 106203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3 101 趙◎宇 106207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2 郭◎柔 106208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2 57 李◎芸 106208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4 102 吳◎賢 106201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3 李◎婷 106200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3 58 陳◎融 106210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5 103 賴◎宗 106202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4 張◎雅 106205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4 59 陳◎楨 106209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6 104 周◎慶 1062092 原住民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5 賴◎汝 106208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5 60 劉◎頤 106209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6 張◎浚 106206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6 61 羅◎ 106207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7 曾◎萍 106202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7 62 劉◎佑 106206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8 楊◎雅 106202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8 63 方◎涵 106201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19 蔡◎謙 106206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19 64 蕭◎升 106209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0 謝◎君 106207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0 65 朱◎芯 106203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1 吳◎穎 106202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1 66 林◎晴 106200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2 蘇◎瑜 106208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2 67 黃◎嵐 106201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3 蔡◎芝 106203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3 68 林◎君 106203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4 李◎倫 106202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4 69 趙◎琳 106209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5 劉◎玲 106206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5 70 林◎婷 106203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6 李◎菱 106203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6 71 謝◎恩 106204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7 黃◎誠 106202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7 72 林◎築 106210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8 陳◎涵 106210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8 73 劉◎萍 106206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29 吳◎純 106200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29 74 孫◎慈 106203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0 陳◎璇 106209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30 75 房◎卉 106209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1 莊◎婷 106203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31 76 劉◎博 106208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2 胡◎源 106200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32 77 王◎可 106204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3 李◎帆 106204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正取33 78 張◎榕 106200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4 陳◎如 106206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 79 楊◎琳 106203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5 廖◎凱 106205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2 80 林◎智 106202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6 蔡◎綺 106209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3 81 洪◎靜 106204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7 宋◎暟 106210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4 82 蘇◎萱 106200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8 張◎瑜 106201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5 83 羅◎綺 106207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39 陳◎翰 106202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6 84 葉◎馨 106204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0 吳◎茹 106208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7 85 王◎文 106205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1 何◎伶 106201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8 86 黃◎瑄 106200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2 毛◎云 106210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9 87 劉◎瑜 106207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3 曾◎螢 106207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0 88 劉◎宏 106201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4 黃◎鈞 106208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1 89 陳◎宣 106208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45 鄭◎心 106209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備取12 90 陳◎均 106205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進修部) 不錄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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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安 106412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 46 陳◎婷 106407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9 91 劉◎涵 106403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4

2 朱◎樺 106401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 47 林◎築 106407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0 92 陳◎哲 106409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5

3 曾◎箏 106403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 48 劉◎賢 106408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1 93 王◎霖 106407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6

4 黃◎芳 106404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 49 陳◎妏 106413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2 94 吳◎媞 106407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7

5 林◎璇 106400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5 50 詹◎理 106400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3 95 張◎貽 106409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8

6 卜◎妮 106410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6 51 楊◎瑜 106401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4 96 陳◎涵 106413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9

7 郭◎廷 106405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7 52 林◎儀 106402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5 97 陳◎璇 106404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0

8 姜◎竺 106408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7 53 林◎廷 106404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6 98 胡◎璇 106409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1

9 謝◎棋 106407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9 54 劉◎晞 106406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7 99 劉◎萍 106413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2

10 林◎萱 106411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9 55 鄭◎珊 106411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8 100 郭◎嘉 106407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3

11 黃◎嘉 106412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9 56 高◎ 106400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9 101 陳◎芳 106414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4

12 黃◎宏 106406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2 57 楊◎靖 106408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0 102 王◎文 106408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5

13 陳◎芬 106405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58 洪◎瑄 106413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1 103 黃◎萱 106414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6

14 吳◎純 106406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59 李◎毅 106401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2 104 高◎萱 106404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7

15 程◎淳 106406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60 林◎ 106403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3 105 陳◎靜 106409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8

16 曾◎萍 106408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61 陳◎樺 106411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4 106 林◎軒 106402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9

17 蔡◎姍 106409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62 郭◎心 106413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5 107 劉◎昕 106415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70

18 連◎瑜 106410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63 林◎妤 106400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6 108 廖◎昇 106403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9 謝◎華 106412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13 64 陳◎安 106405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7 109 何◎伶 106407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0 楊◎凡 106403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0 65 殷◎炫 106414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8 110 林◎莉 106411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1 楊◎雅 106404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0 66 聶◎勻 106414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29 111 郭◎欣 106405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2 李◎暘 106405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0 67 張◎維 106400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0 112 高◎雯 106408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3 李◎雅 106410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0 68 王◎吟 106401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1 113 連◎絜 106414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4 郭◎怡 106413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4 69 鄭◎萱 106401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2 114 楊◎琪 106410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5 劉◎彤 106402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5 70 白◎蓁 106401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3 115 鍾◎竹 106411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6 連◎汎 106400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6 71 林◎瑜 106408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4 116 俞◎庭 106406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7 羅◎妮 106401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6 72 陳◎璇 106412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5 117 李◎僑 106405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8 方◎柔 106402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6 73 賴◎汝 106412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6 118 盧◎婷 106407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29 邱◎旎 106402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9 74 張◎浚 106413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7 119 李◎諭 106410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0 李◎燁 106404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29 75 廖◎凱 106402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8 120 陳◎均 106411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1 廖◎鎔 106402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1 76 陳◎豪 106403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39 121 賴◎伶 106406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2 林◎昕 106402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2 77 莊◎婷 106406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0 122 黃◎禾 106406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3 朱◎芯 106409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2 78 陳◎如 106410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1 123 蔡◎聆 106400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4 彭◎勛 106410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2 79 李◎音 106404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2 124 吳◎穎 106405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5 蕭◎雯 106410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5 80 林◎雯 106408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3 125 黃◎蓉 106405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6 韋◎馨 106402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正取36 81 陳◎純 106409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4 126 許◎恩 106408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7 馮◎愛 1064084 原住民生 旅運管理系 原住民正1 82 張◎珍 106414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5 127 劉◎佑 106413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8 王◎瑜 106400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 83 石◎如 106401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6 128 謝◎君 106403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39 蔡◎靜 106401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 84 林◎汝 106415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7 129 簡◎萱 106404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0 黃◎婷 106404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1 85 盧◎憲 106402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8 130 陳◎穎 106406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1 陳◎曄 106411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 86 黃◎嵐 106403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49 131 蔡◎綺 106415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2 李◎愷 1064121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 87 黃◎萍 106410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0 132 李◎芸 1064146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3 吳◎馨 106413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6 88 郭◎柔 106411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1 133 林◎婷 106400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4 黃◎茜 106401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7 89 蔡◎霖 1064119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2 134 廖◎喬 1064033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45 蔡◎忻 106405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8 90 劉◎玲 106412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備取53 135 陳◎諭 1064040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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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翁◎柔 1064148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37 陳◎宣 106414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38 趙◎宇 1064037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39 羅◎ 106415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40 張◎德 106407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41 郭◎瑜 1064092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42 劉◎瑜 1064115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143 房◎卉 1064124 一般生 旅運管理系 不錄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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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妤 106701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 46 陳◎佳 106702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6 91 汪◎庭 106709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 鄭◎安 106716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 47 韋◎馨 106705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7 92 黃◎蓉 106708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 陳◎妘 106705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 48 簡◎珍 106709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8 93 李◎寧 106709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 戴◎柔 106700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 49 馮◎愛 1067145 原住民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原住民正1 94 余◎芳 106712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5 吳◎馨 106716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5 50 陳◎妤 106701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 95 謝◎棋 106709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6 吳◎瑜 106706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6 51 謝◎華 106709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 96 陳◎楨 106712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7 裴◎寧 106702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7 52 聶◎勻 106711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3 97 楊◎嵐 106714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8 梁◎ 106703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8 53 黃◎禾 106709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4 98 陳◎璇 106715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9 張◎雅 106710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9 54 林◎蓁 106710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4 99 林◎雯 106711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0 呂◎儀 106703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0 55 鄭◎薇 106701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6 100 廖◎昇 106700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1 許◎穎 106706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1 56 林◎築 106712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7 101 鄧◎筑 106715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 王◎云 106713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2 57 林◎瑜 106706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8 102 趙◎琇 106710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 林◎璇 106704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3 58 黃◎晴 106715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9 103 陳◎融 106712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 洪◎晴 106700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4 59 李◎菱 106711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0 104 蔡◎靜 106704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 陳◎豪 106707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4 60 林◎媛 106701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1 105 王◎怡 106700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6 陳◎佑 106708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6 61 吳◎茹 106711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2 106 姜◎竺 106714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7 黃◎芸 106702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7 62 林◎妤 106703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3 107 朱◎蓉 106713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8 楊◎凡 106707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8 63 黃◎雯 106705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4 108 劉◎彤 106705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9 張◎淳 106701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19 64 陳◎伶 106706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5 109 張◎媛 106707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0 蔡◎姍 106713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0 65 鄭◎琪 106701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6 110 王◎峯 106704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1 鄭◎珊 106714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1 66 陳◎芳 106708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7 111 曾◎螢 106713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2 郭◎欣 106711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2 67 林◎婷 106700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8 112 楊◎靖 106714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3 陳◎璇 106701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3 68 鄭◎潔 106713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19 113 王◎筑 106714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4 黃◎禎 106706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4 69 陳◎如 106713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0 114 蔡◎妮 106714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5 劉◎吟 106704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5 70 劉◎賢 106714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1 115 賴◎汝 106709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6 曾◎箏 106706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6 71 游◎萱 106715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2 116 郭◎嘉 106710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7 高◎ 106703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7 72 陳◎羽 106709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3 117 王◎吟 106704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8 蔡◎伃 106706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8 73 方◎柔 106705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4 118 翁◎柔 106707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29 林◎昕 106705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29 74 林◎潣 106704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5 119 劉◎晞 106703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0 李◎愷 106715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0 75 詹◎晞 106712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6 120 邱◎旎 106712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1 黃◎宏 106703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1 76 王◎瑜 106704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7 121 吳◎媞 106710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2 盧◎憲 106705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2 77 李◎諭 106708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8 122 周◎宇 106707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3 陳◎琪 106712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3 78 黃◎淇 106710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29 123 李◎雅 106708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4 黃◎晴 106715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4 79 蔣◎瑀 106715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備取30 124 陳◎諭 106700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5 陳◎安 106702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5 80 連◎絜 106711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5 李◎暘 106702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6 李◎燁 106701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6 81 蘇◎涵 106712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6 陳◎靜 106708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7 黃◎嘉 106715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7 82 胡◎綺 106708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7 劉◎昕 106708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8 黃◎芳 106700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8 83 高◎萱 106708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8 李◎芸 106711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39 楊◎凱 106704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39 84 黃◎萱 106711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29 羅◎妮 1067043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0 張◎貽 106713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0 85 陳◎樺 106715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0 陳◎純 106701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1 蔡◎忻 106702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1 86 黃◎琦 106703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1 林◎瑜 106711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2 簡◎儀 106703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2 87 郭◎廷 106702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2 張◎珍 106710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3 陳◎伶 106714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3 88 林◎樺 106702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3 廖◎儀 106712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4 余◎蕾 106706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4 89 蔡◎庭 106706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4 陳◎均 106708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45 陳◎婷 1067048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正取45 90 王◎可 106701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5 賴◎伶 106709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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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俞◎庭 106703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7 陳◎如 106713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8 王◎婷 106716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39 郭◎瑜 1067160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0 林◎廷 106707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1 林◎ 106707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2 李◎僑 1067025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3 吳◎儒 106706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4 高◎雯 106705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5 謝◎芯 1067051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6 程◎庭 106716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7 連◎汎 106703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8 李◎音 1067077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49 房◎卉 106715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0 林◎儀 106705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1 陳◎穎 1067004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2 張◎德 106700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3 陳◎涵 1067166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4 許◎恩 1067029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155 廖◎喬 1067092 一般生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不錄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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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臻 106501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 46 張◎瑜 106504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6

2 林◎穎 106502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 47 鄭◎潔 106507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7

3 趙◎瑄 106502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 48 林◎晴 106503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8

4 蔡◎姍 106507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 49 葉◎馨 106501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9

5 鄭◎瑜 106503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5 50 陳◎羽 106507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1

6 許◎婷 106502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6 51 馮◎書 106500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2

7 鄭◎心 106506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7 52 江◎瑜 106501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3

8 林◎雯 106501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8 53 薛◎真 106503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4

9 程◎淳 106500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9 54 聶◎ 106503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5

10 陳◎琪 106506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0 55 劉◎頤 106506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6

11 許◎文 106503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1 56 林◎君 106500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7

12 吳◎琦 106503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2 57 廖◎喬 106500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8

13 蔡◎芝 106500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3 58 謝◎真 106504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9

14 黃◎順 106502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4 59 李◎倫 106505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備取10

15 宋◎瑄 106504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4 60 黃◎誠 106505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16 廖◎儷 106504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6 61 白◎蓁 106504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17 朱◎芯 106506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7 62 陳◎瑄 106507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18 陳◎瑄 106504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8 63 蘇◎萱 106504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19 陳◎融 106506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19 64 李◎翰 106502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0 鄧◎真 106502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0 65 黃◎琳 106502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1 徐◎嘉 106507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1 66 黃◎鈞 106505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2 陳◎璇 106502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2 67 彭◎勛 106508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3 郭◎柔 106505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3 68 吳◎媞 106505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4 郭◎欣 106503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4 69 蘇◎華 106504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5 楊◎琳 106500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5 70 吳◎葶 106501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6 李◎葇 106501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6 71 廖◎喬 106508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7 陳◎嘉 106505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7 72 劉◎博 106505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8 簡◎珍 106507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8 73 陳◎維 106503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29 林◎璇 106505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29 74 翁◎軒 106500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30 楊◎彤 106504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0 75 林◎智 1065060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不錄取

31 陳◎楨 1065081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1

32 林◎萱 106505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2

33 盧◎婷 1065008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3

34 張◎貽 106507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4

35 林◎汝 106508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5

36 鄭◎馨 106501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6

37 陸◎婷 1065077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7

38 洪◎靜 1065013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8

39 黃◎雯 106501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39

40 王◎敏 1065024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0

41 莊◎盟 1065029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1

42 陳◎欣 106500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2

43 蕭◎升 1065062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3

44 汪◎庭 1065075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4

45 陳◎靜 1065056 一般生 餐飲管理系(日間部) 正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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