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賴怡甄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洪聖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張予晴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石欣平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婉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許芳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林容伊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陳?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郭珮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吳宜芬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王芹萱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許晏榛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鄭學媛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郭宥汯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詹育欣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吳泯茹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張舒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陳盈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陳盈甄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鄭雅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紀采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廖裔炘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邱靖純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楊宜蓁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黎惠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張靖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陳洛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傅雅聖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溫郁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寧靖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吳青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李柏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施鈺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洪亦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張靖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莊惠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陳奕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曾莉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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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姿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劉可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劉幸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鄭玉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簡佩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簡郁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顏心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曾映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楊渝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陳蕙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趙佳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陳得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廖佩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廖妍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曾文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黃子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羅宛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張楹茹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黃庭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楊琇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瑞虹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尤家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計系

林琪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賴冠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欣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尤蕙心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彭筱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柯憶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羅珮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宋星瑩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湘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廖庭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儀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賴佳慧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徐郁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林庭卉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黎羽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羅湘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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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家芃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蘇暐智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吳欣樺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史芷璘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李庭瑀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陳宜盈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系

蔡欣宜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系

蘇曉蓁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

王麗鈞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黃郁琳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陳尹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賴俞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慈慧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陳宇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陳映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謝柔萾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劉家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郭芸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賀涵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吳冠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趙婉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羅先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廖庭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謝姿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卓昱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喬鈺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陳姿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林俞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劉佳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黃敬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葛祐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李庭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李翌菁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曾郁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余聆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林盈君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廖容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羅雅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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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李青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林妤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佩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林孟微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張芳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陳玉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陳凱晴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童玉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廖鈞筑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蔡伊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卓德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林怡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林黛馨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張嘉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陳玟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劉心如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劉宜佩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劉芳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蔣方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蔡恩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鄭雅如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冠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詹有騏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楊子靜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楊心慧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蕭育雯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何佳華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蕭絜中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尹馨怡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賴瀅如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怡安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蔡亦晽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　錦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雅文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黃岑安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賴郁靜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徐瑋欣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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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儒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通訊科技組(蘭陽校園)

陳婕妤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蘇心慧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何瑜琦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詹孟筑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黃芊文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蔡佳穎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魏文宣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段慕容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吳佩蓁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劉　釗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張皓容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陳羽嫻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吳萱修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郭慧敏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王清惠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旅遊系

李靜玲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許舒涵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田硯熙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黃筳妘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洪于喬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黃詩晴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張煒偵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

洪鈺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湯于珊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張溱育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羿安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林雅萱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高于婷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李雅芸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徐子珊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許文馨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系

黃意汝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楊喻琇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田芝萱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江昕瑩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卓郁苹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張益安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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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惠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陳子恩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程瑋雯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系

詹淯婷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黃皓瑜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洪芷茜 文藻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系

林詩涵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章舒喬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張羽涵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宥蓁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游姍翎 大葉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游馥嘉 大葉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童湘綾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郭鴻馨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陳姵君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劉珮臻 大葉大學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

余柔佩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張于倫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王于晴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石瀚雯 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學系

朱怡潔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牟善平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士學位學程

詹婉靖 大葉大學 餐旅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陳怡安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鄭沅玉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林昱璇 東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演藝事業管理組

石佳育 東方設計學院 餐飲管理系

黃暐婷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趙如婷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盧怡卉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鄭頎璇 明道大學 行銷與物流學系

孫藝軒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張婉祐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連庭妤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陳怡如 明道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系

黃于庭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廖婕伊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賴佳伶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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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睿 明道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黃晴萱 明道大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劉玠昀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蔡怡貞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鄭如玄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謝采玲 明道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系

簡雅柔 明道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系(社會組)

林雅姿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吳紫寧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組

林宜青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林怡穎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莊之億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林佳諭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管理應用組

張倪嘉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管理應用組

許嘉倪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李沅蓁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乙組)

汪千卉 亞洲大學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食品營養組)

林映君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許庭蓉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陳映熾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組)

黃子瑄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楊宜伶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甲組)

鄒佳芳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李嘉倩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行銷組

林育慈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麥嘉鈴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商業空間組

尋妁玫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黃  薇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楊淑媛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管理組

劉酈瑩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時尚服裝設計組

陳百慧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行銷組

黃咨華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謝詩妤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羅怡雯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旅遊事業管理組

陳郁菁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吳妤宣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朱凱琳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呂奕彣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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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儀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管理組

張雅棉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楊芷瑄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劉依柔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劉霈臻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潘薏茹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管理應用組

陳亭均 玄奘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餐飲管理組

蔡靜蕙 玄奘大學 法律學系

徐湘婷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賴怡茹 開南大學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養生療癒組

余孟儒 華梵大學 哲學系

吳羽凡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于琦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童意純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韻琳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司雅婷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怡汝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黃晨芳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鄧敏柔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顏子婕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妤甄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洪珮筑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徐嘉鎂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張晏綺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詹宜家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廖敏琇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戴維嬋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曾合鈺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梁馨云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湯羽晨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雅惠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廖容禎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錢佳昕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簡佩琪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60-059)

陳姿伶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欣芳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85-021)

卓素慧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李晏甄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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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怡甄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育怡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洪靖容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徐孟嫆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嘉雁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思妤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子紋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顏珮瑜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詩涵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葉佩宜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劉育慈 南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蕭育蕙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詹渝筑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怡庭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陳怡蓁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丁瀅瑄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江祐萱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黃淳昱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林千惠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鄭涵文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何芳如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趙婉芸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楊妍柔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葉幸甄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王亭勻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石馨茹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何芳俞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李芊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周芷安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佳萾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家誼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胡宣如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張文睿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陳湘芸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曾盈淑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葉怡琳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廖唯俞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王心妤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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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芸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張詒琇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張瑋庭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黃容瑄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劉以婕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佳螢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徐沛茹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陳雅雯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楊書姍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劉怡伶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陳羿妏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李宛儒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康芝瑜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郭以青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黃詩耘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吳宜欣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宜嫻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洪唸芩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陳伊滇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陳煥婷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陳霈亞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潘詠圓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夏安妮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方宇琦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王妤涵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吳亭萱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柯岱昀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宜佳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晏慈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維純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莊芬華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郁菁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楊怡萱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沛瑄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吳芳瑜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李妍芸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華心瑜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黃雅禎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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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君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王思驊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古羽君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江宇綸 嶺東科技大學 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周樵依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許琇雯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戴瑋靜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陳彥彣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詹舒晴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佳慧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莊凱婷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雅筑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劉芸岑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田沅萱 嶺東科技大學 科技商品設計系

林映戎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章育緁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趙姿涵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劉禹含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蔣嘉芳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菽毓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琬葶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璐加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怡雯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黃楷雯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珮珊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黃詠茹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連偉伶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廖怡雯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謝佳穎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王昱涵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林郁茹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張瀞文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許珮瑜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雅玟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貞瑜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葉如芳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蔡佳伶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蔡宜珊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第 11 頁，共 25 頁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102學年度升學榜單

賴鈺蓁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鄧美華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謝佳珍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劉歆怡 醒吾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王力平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廖倚萱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林純甄 醒吾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唐翎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葉昱岑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許瓊文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莊宛瑜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譚羽伶 醒吾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陳柔均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詹琬如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王詩晴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趙燕茹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顏妘珊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朱怡霖 黎明技術學院 流行設計系

莊佳樺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廖心華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廖慧宇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吳貞儀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黃郁珊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羽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許欣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董姵妤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羅綉惠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王文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宣芸茜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白璧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游佳蓉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辛佳容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簡詩穎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莊雅方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洪晨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林羽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洪佩嬅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黃于柔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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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祐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吳曉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宜瑾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盈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邱詩涵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施閔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莊靜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陳品妤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陳湘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祝盈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張文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楊薏潔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田家欣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林育靜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邱麟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廖晏綾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邱枷淇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鄭慈玫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吳靜玟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柳湘芸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余淑玲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吳亞亭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李婺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卓昕函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徐巧如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張育瑄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方柔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奕璇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彭昶與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黃敬婷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王冠文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王詩綺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石鈺瑄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吳珮綸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林玫珺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莊子誼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許芷蓁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陳妍菲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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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映瑄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江蕙君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俐秀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林涵蓁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妙瑩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潘宣瑜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簡妤靜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許雅婷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芳兒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李湘婷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李燕亭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何靜涵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范揚萱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陳思婷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秋薇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莉婷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黃婷鈺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廖晧廷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湘涵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蘇玉喬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江若雅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懷綺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陳美鳳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詹彝禎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白貽綺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林育慧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60-307)

林思瑜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洪佳琳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胡凱芹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張育雅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60-306)

徐筱婷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60-310)

陳怡諠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60-303)

黃巧音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60-307)

方馨憶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李嘉文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方雅姿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李姿葶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阮孟屏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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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如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陳育瑄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陳雪汾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彭薇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廖千瑜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亭宇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苑雲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吳嫣容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李姿璇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蔡佳妘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林思穎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張淳雅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韋伶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劉芷涔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79-065)

邱佩旋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張逸筠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欣蕙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舒涵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詹蕙竹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潘靜瑩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王怡婷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王韻婷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鈺淋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張乃予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怡璇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葦玲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慶瑜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魏子涵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羅鍹榆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周佩璇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于馨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何詩涵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張佑箕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

陳薇臻 康寧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學系

黃宜潔 康寧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王煜善 崑山科技大學 時尚展演事業學位學程

蔡安祈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任盈慈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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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馥馨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倢伃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袁脩淳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張芳瑀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溫苡婷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廖庭瑜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陳佐旻 崑山科技大學 旅遊文化發展學位學程

林旻萱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老人照顧科

洪榕穗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盧婉瑜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藍雯馨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許馨予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王思紜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王雅蘭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石雅真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吳姿蓉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呂海寧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事業組

侯憶鈞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張均寧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許雅玲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陳奕安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陳美靜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黃喻珮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葉子瑜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育姍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劉宜欣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王思婷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60-370)

石瑞雯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林毓珮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林慧婷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60-370)

梁今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杏萍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陳瑩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程宇榕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劉佩伶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60-370)

謝怡君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育靖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江依庭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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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盈瑗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郭靖怡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吳峻維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黃馨瑩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詹秀茵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廖思佳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賴佳憶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事業組

朱庭瑩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冠汝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王婉容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王薏嘉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施佳伶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洪千喻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張冠翎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郭宜樺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怡瑄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蔡舒婷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網路行銷科技組

賴怡靜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余聆鈺 致理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邱旻綉 致理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王麗雲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張舒屏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陳思源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鄭涵云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黃淑英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黃雅筑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賴汶惠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林意樺 建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蔡思薇 建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廖思婷 建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沈書萱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琪芸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施妤欣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婕妤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莊閔淇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謝亞築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李宜芳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李潔妤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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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儒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徐姿伶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雅柔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賴子瑩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羅心妤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李涵妮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林雨潔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林語琦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芸瑄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吳宜臻 南開科技大學 數位生活創意系

劉玟莉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

莊淑雯 南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賴雅慈 南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張芸蓁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吳佳穎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江美鈴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俞佑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張依婷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相萍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楊子芸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廖庭瑜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李盈靜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潔如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潘靜嫻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蔣心靜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蔡春燕 南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熒珊 萬能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美容造型組

謝竹函 萬能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賴鈺婷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吳靜宜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行音樂與影視傳播組

陳佩汝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蔡雯婷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張尹亭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游喻湄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視覺創意組

朱姵軒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吳嘉琳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幼兒保育系（林口本部）

潘佳雯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幼兒保育系（林口本部）

黃韻蓉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護理系（嘉義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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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芯瑜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化妝品應用系（林口本部）

李怡儒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護理系（嘉義分部）

黃思瑜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護理系（嘉義分部）

歐育婷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護理系（林口本部）

何瑋璿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護理系（林口本部）

陳美如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資訊科技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詹佳兒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佳珊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廖韋欣 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張榕真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田育禎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周冠慧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周晏如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徐字妤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慧玄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黃珮馨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賴鈺欣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羅慈瑋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韻鈞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吳姝儀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育琴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胡詩綺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張侑婷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許閔琇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陳佩欣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映辰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陳新雅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彭雯鈺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黃梓瑜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蔡靜蕙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鄭玳瑜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何昀蓁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吳亭萱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78-009)

黃纓婷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劉伊珊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王靖芬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呂巧文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李妙慈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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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洛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張嘉恩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許雅雯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陳怡樺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陳易伶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陳冠婷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廖婉茹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劉貞孟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鄧琬蓉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顏靖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于子晴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王婷妍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王詩瑩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李偉瑄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林靖淳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胡欣儀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張心柔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陳顗阡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曾惠瑄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廖嘉玲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蔡佳穎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蔡維倫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龐華婷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白晏綺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余晏寧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張雅晶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梁宜儒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梁涵宥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黃詩餘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方雅慧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邱翊綸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張秀菁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詹渝筑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周湘旎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李榕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蘇翊婷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朱俐婷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江文君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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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婉慈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黃筱蓉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陳思儒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60-126)

林京蓉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黛馨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許秀雯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賴亭雅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謝新鳳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楊宜庭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79-028)

翁逸華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陳姿安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盧欣儀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賴映余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鍾采玲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阮品瑄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魏慧儀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李雅琪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劉妤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邱薰萱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陳宥伊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黃宜芬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童淑敏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王亭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林盈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千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林妤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陳慧茹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傅亭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溫梓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温梓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85-068)

郭婷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彭歆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黃沛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張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唐翊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王芷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黃韋晴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整體造型設計組（淡水校區

黃芷萱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淡水校區）(60-508)

第 21 頁，共 25 頁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102學年度升學榜單

鄭宥芯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淡水校區）

才鈺淳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周宜柔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林鈞怡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洪季芸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胡以琳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徐苡晴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張妤甄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張芸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許育甄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佳琪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溫怡萱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廖婉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劉宴瑜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蔡承容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蔡欣融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謝佳蓉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蘇湘媛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朱倩憶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李佩蓁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李宜郡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沈奕岑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林昀萱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林芷安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范仟又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張郡庭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莊喻甯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玟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傅綉惠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黃譯萱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藍尹謙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蔣宜汝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張舒婷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慶雯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魏家玲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尤柔媚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王先瑛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白芸正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第 22 頁，共 25 頁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102學年度升學榜單

李文寧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芳瑜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姜謹茹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紀宜欣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張婷涵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張惠鈴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陳亭妤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賴韋君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周念慈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傅雅昀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書晴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李怡蓁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簡秀燕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顏慈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李心慈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李怡欣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洪郁茹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張依婷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張朝慈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莊惇筑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陳雅鈴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劉方愉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鄭媗予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賴思婷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依亭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宜臻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芯伃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莊彗真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陳秋羽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黃芷萱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林禹彤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許宜文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豎粧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詹怡婷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吳珮儀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游淨雯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黃奕云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林可娟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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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均柔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林純葦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陳沛儀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戴邑芳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張雅婷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儀真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王詩釩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芷萱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王若寧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朱庭瑩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蔡蕙庭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服務管理系（新竹校區）

洪瑜桾 中華大學 營建管理學系

何旻真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張詠淇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北校區）

林蓉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新竹校區）

許維珊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陳曼容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劉玉文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賴映汝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韋雅玲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戚孟淳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蕭詠瑩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台北校區）

蕭麗蓉 中州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李宛庭 中州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廖心瑜 中州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劉倩茹 中州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珈汶 中州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郭育汝 中州科技大學 餐旅事業管理系

林慧智 中州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系

陳婉蓉 中州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洪玉秋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吳昱璇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邱韋瑋 大同技術學院 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王銘萱 大同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高綾涵 大同技術學院 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柳懿庭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楊舒涵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唐翊禎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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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德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鄭廷萱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林欣怡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黃至誼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李晨瑀 遠東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周琳雁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林含貞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王惟蓁 遠東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機械與電腦輔助設計組

許雅雯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產業組

劉芷伶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佳語 遠東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許家禎 輔英科技大學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薛閔贍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泳涵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蕭詠瑩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陳怡雯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張芷榕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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