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1 1 學 年 度 研 究 所 甄 試 入 學  

面 試 名 單  
1.符合以下第二階段面試資格者，有關面試時間請詳見各所提供之面試通知單 (亦可同

時參考各所公告資訊 )。  

2 .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成績通知單已於 110 年 11 月 5 日 (五 )連同說明第 3 點之資料

一併寄發，截至 11 月 10 日 (三 )尚未接獲者，請逕洽本校課務組 (分機 12105)，亦可

至報名系統自行查詢 (如資料有出入，請考生至報名系統填寫「問題反映單」。  

3.符合第二階段面試資格者，本校已於 110 年 11 月 5 日寄發以下資料：  

(1)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成績單。  

(2)面試通知單 (未通過第二階段篩選者無 )。  

4.實際面試名單預計於 110 年 11 月 17 日 (三 )於各所網站再進行一次公告。  

各所網站參考如下：  

觀光研究所   http:/ /gitm.nkuht.edu.tw/main.php  

餐旅管理研究所   http:/ /gih.nkuht.edu.tw/main.php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http:/ / fci .nkuht.edu.tw/main.php  

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http:/ / imth.nkuht.edu.tw/  

 

5 .考生如對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成績有疑義，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暨回覆表」（簡章附表 5），於 110

年 11月 11日（四）前傳真至本校辦理複查，逾時不予受理，本校傳真號碼：07-8061074，傳真後請

以電話(07-8060505#12105)聯繫確認收到。 

 

6 .考生如報考雙志願者，報考志願所別將會錯開面試時間，請考生無須焦慮，面試當天

各所亦會隨時掌握考生面試動態。  

 

※依據簡章規定：各階段考試報名費，未按時繳寄者不得應試。  

※本網頁公告時間： 110 年 11 月 5 日 (五 )。  

 



※本校聯繫窗口請參閱如下：  

洽詢單位 分 機 業 務 項 目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12203(日間部招生諮

詢專線) 

●各項招生試務查詢(日間部各學制) 

註冊課務組 12101、12103、12104 ●正備取生報到及證件繳驗 

●入學、學籍 

●備取生遞補 

●學雜費標準 

●註冊須知(日間部各學制) 

●轉系、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抵免 

●陸生最高學歷證件公證或驗證 

註冊課務組 12102、12105 ●上課、選課 

●各項招生試務之補發成績單或成績複查 

進修教務組 12301～12304(碩專班) ●各項招生試務查詢(含進修學制、二技申請入

學、產學攜手、產學雙軌等計畫) 

●研究所在職專班生報到及備取生遞補相關事

宜 

●寄發註冊須知(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制等)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13202 ●學雜費減免 

13203 ●就學貸款 

13204 ●兵役、弱勢助學金 

13201 ●請假 

課外活動指導組 13101 ●獎助學金 

住宿輔導組 41110 ●宿舍申請及行李寄放服務 

體育與健康中

心 

體育教學暨衛生保健組 19102、19103 ●新生體檢 

●學生平安保險 

體育競賽活動暨勞作教

育 

19201 ●勞作教育 

總務處 出納組 15301～15303 ●繳費通知單或學雜費繳納諮詢 

國際處 國際學生事務組 17301、17302 ●協助外國學生辦理接機、居留證、工作證、

簽證、獎助學金、生活輔導 

國際交流組 17201～17203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研究發展處 實習輔導組 16201～16203 ●校外實習 

各 

招 

生 

所 

系 

餐旅管理研究所 20101 ●各類招生面試通知事項 

●各類招生管道資料(或書面)審查相關事宜 

●所系課程規劃、學分抵免 

●系所畢業門檻 

觀光研究所 21101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

究所 

22101 

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

士學位學程 

23101 

 

 

 

 

 

 



 

 

觀光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面試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轉 21101 

預計面試人數：9 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B11116003 111B8651231 陳瑋晴 B11116008 111B5349181 林若葳 

B11116004 111B3798732 呂安棋 B11116010 111B0669581 莊雁婷 

B11116005 111B1133231 陳建中 B11116012 111B9012971 劉懋 

B11116006 111B0291581 鍾雅濡 B11116013 111B1973061 張簡瑋濡 

B11116007 111B4395521 楊禮欣    

 

 

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面試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轉 20101 

預計面試人數：18 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B11115003 111B2891332 鄭喆方 B11115015 111B3919471 陳琳雙 

B11115004 111B3995382 王郁慈 B11115016 111B1968721 黃熙文 

B11115006 111B3162322 李柏慶 B11115017 111B1603172 林郁庭 

B11115007 111B9299131 陳惟元 B11115018 111B2836321 詹尹彤 

B11115008 111B8449751 廖振宏 B11115020 111B3884171 王育慧 

B11115009 111B1282431 葉明達 B11115022 111B3976172 林米淇 

B11115010 111B4395522 楊禮欣 B11115023 111B0372022 曾小檀 

B11115013 111B0864592 廖芸瑄 B11115024 111B0348221 謝旻芳 

B11115014 111B3410721 林芃㚬 B11115025 111B6456331 潘湘玲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面試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轉 22101 

預計面試人數：23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B11117001 111B3995381 王郁慈 B11117014 111B5272471 吳健瑜 

B11117002 111B1591761 陳宥瑞 B11117015 111B4099081 吳俊緯 

B11117003 111B3798731 呂安棋 B11117016 111B1967271 陳柏成 

B11117004 111B0312361 宇東妮 B11117017 111B1603171 林郁庭 

B11117006 111B0923231 江宥漩 B11117018 111B5542411 林宣佑 

B11117007 111B0505061 余安琪 B11117019 111B2836322 詹尹彤 

B11117008 111B3162321 李柏慶 B11117021 111B1735431 陳武康 

B11117009 111B5648932 林佳穎 B11117022 111B3976171 林米淇 

B11117010 111B0369511 李承哲 B11117023 111B0372021 曾小檀 

B11117011 111B2418971 陳秀芳 B11117024 111B9414931 游于欣 

B11117012 111B0864591 廖芸瑄 B11117025 111B0981981 蔡東霖 

B11117013 111B5990901 方博畇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面試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轉 22101 

預計面試人數：2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B11118004 111B0939701 林宛俞 B11118005 111B4512931 尤順勇 

 

 

 

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面試名單 

相關事宜請電洽(07)8060505轉 23101 

預計面試人數：2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姓名 

B11119001 111B2891331 鄭喆方 B11119002 111B1967272 陳柏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