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學年度高職、綜高專門學程及台德班升學榜單 

班級 姓名 類別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商三仁 王怡婷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何春香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吳怡婷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商三仁 吳鍾鈴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商三仁 呂函潔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商三仁 林佳臻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商三仁 林姿李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與創業管理系 

商三仁 林翊婷 推甄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三仁 姚雅慧 聯登 大仁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三仁 胡莉亭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商三仁 陳怡婷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商三仁 陳俞汝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陳枻頻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仁 陳雅柔 聯登 慈濟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資訊科技與管理組 

商三仁 陳慈吟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商三仁 陳儀倞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商三仁 黃惠君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商三仁 楊茹涵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仁 楊淑芬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趙昱晴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商三仁 劉怡禛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商三仁 劉雅芬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仁 劉筱靖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商三仁 蔡于涵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蔡亞涵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商三仁 鄭雅倢 聯登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系 

商三仁 鄭雅瑄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賴宣云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仁 戴筱珺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商三仁 戴伃伶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三仁 薛喻菁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商三仁 蘇品亘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商三仁 蘇筱茵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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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仁 方思媛 推甄 正修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仁 王姿婷 聯登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三仁 王嘉琳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資三仁 吳兆真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仁 吳兆真 技優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吳佩玲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仁 吳佩玲 技優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吳智婷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周玉欣 技優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涂禎憶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胡怡婷 科技繁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范克萍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張雅涵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莊喻婷 聯登 修平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資三仁 許足子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陳怡君 技優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陳怡君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資三仁 陳怡秀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陳姿尹 推甄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陳姿廷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曾婉柔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資三仁 黃子菱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黃子菱 技優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資三仁 黃雅玲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蔡雅淑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蔡雅淑 技優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謝佩螢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資三仁 蘇雅萍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資三仁 蘇蕙蕙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蘇蕙蕙 技優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朱聖年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白宜平 
身心障礙

大專甄試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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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三仁 王詩涵 聯登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 

幼三仁 江柔葳 推甄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幼三仁 何佩玲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吳婉寧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李佳純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杜惠琪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幼三仁 林佳盈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幼三仁 林雨庭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洪郁婷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洪郁瑄 聯登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幼三仁 高婉晴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莊雅晴 推甄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幼三仁 郭伶慧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郭思瑩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陳怡如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陳怡蓁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陳怡靜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陳思婷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陳儀佳 推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幼三仁 馮蓉婷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黃郁媚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黃歆育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溫于萱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劉弈彙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蔡衣涵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蔡佳珍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蔡培琦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盧家玲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賴勤惠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三仁 黃柔漪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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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三仁 李晨薇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王子維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服三仁 王俐臻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服三仁 王瑀璇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服三仁 宜芊妏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林宥妏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服三仁 金依靜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金娥婉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服三仁 侯如倩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翁家繐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服三仁 張常虹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郭芳綺 聯登 和春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系 

服三仁 郭俞均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服三仁 郭瀞韓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陳秀蓁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服三仁 陳庭歡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服三仁 林念瑩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服三仁 馮怡甄 聯登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服三仁 黃琬珺 聯登 大漢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餐旅行銷組 

服三仁 黃靖婷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服三仁 楊宛宸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服三仁 劉瓅心 聯登 正修科技大學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服三仁 蔡侑汶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鄭雅之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服三仁 鄭穗珊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遲婷云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服三仁 謝昀蓁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服三仁 羅翊綺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服三仁 陳玉雙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服三仁 陳冠樺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班級 姓名 類別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綜三義 王秀琪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綜三義 王婉寧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義 王靖綺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義 江佩儀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綜三義 吳佩璇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綜三義 李文婷 聯登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航運企業管理系(淡水校區) 

綜三義 李文婷 四技申請 醒吾技術學院  旅運管理系 

綜三義 李芳羽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義 林庭瑄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義 林雅婷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綜三義 林雅婷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義 邱婉寧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義 俞欣宜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義 洪幸巧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義 許淑雅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綜三義 郭姣呂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義 陳吟琦 聯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綜三義 陳吟琦 
身心障礙

大專甄試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綜三義 陳姿伃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綜三義 陳美錤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義 陳婷婷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義 陳琬婷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義 黃雅靖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綜三義 黃鈺婷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義 葉學霓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綜三義 廖韻慧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義 劉伊宸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綜三義 蔡妙珊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義 藍方妤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綜三義 蘇家璇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義 楊舒淳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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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三禮 方姿涵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綜三禮 呂翊華 聯登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綜三禮 李偲萍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沈玟均 聯登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綜三禮 林妙芬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林麗娜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科 

綜三禮 邱淑琳 科技繁星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綜三禮 洪靖雅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綜三禮 胡雅婷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公關事務設計系 

綜三禮 張宇涵 聯登 修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綜三禮 莊雅勛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禮 郭妤倫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郭佳瑩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郭懿萱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禮 陳怡伶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陳欣怡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公關事務設計系 

綜三禮 陳玟君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禮 黃俞綾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禮 楊柔盈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綜三禮 蔡欣潔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禮 顏育婷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綜三禮 蘇珮雯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班級 姓名 類別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綜三智 方譔菁 聯登 東南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空間設計組 

綜三智 王亭珽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三智 王嫣慈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綜三智 石桂貞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吳宜娟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三智 吳怡蓓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卓幸儒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綜三智 林芊妤 聯登 修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綜三智 林欣怡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三智 林欣誼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林斐逸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洪亞瑄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智 洪琬婷 推甄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智 涂雅倫 聯登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綜三智 莊華華 推甄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綜三智 許如瑩 聯登 南榮技術學院 觀光系 

綜三智 許雅晴 科技繁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保系 

綜三智 郭亭君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綜三智 陳佳琪 聯登 東南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組 

綜三智 陳亭樺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陳俋妏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綜三智 陳姵樺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三智 黃盈嘉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三智 黃美連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綜三智 黃郁棋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綜三智 黃渝涵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與創業管理系 

綜三智 黃渝晴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智 黃靖雰 聯登 醒吾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綜三智 黃鈺婷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智 黃馨萱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三智 楊子萱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三智 楊亮雲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三智 賈庭榛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綜三智 謝宜文 推甄 輔英科技大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綜三智 謝寶卿 推甄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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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三智 王聖涵 聯登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綜三智 陳佳函 推甄 義守大學 語文傳播群應用英語學系 

綜三智 陳韡瑄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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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三信 王苡嘉 推甄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李佳芳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綜三信 周燕柔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綜三信 林貝霓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綜三信 林怡君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信 林怡菁 單獨招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綜三信 林亭廷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林貞君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信 林宥廷 推甄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邱雅瑄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綜三信 徐佳華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綜三信 張雅涵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綜三信 張瓊瑋 聯登 南榮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綜三信 郭思妤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信 郭郁辰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信 陳佩君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信 陳美后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

程 

綜三信 陳苑菁 推甄 遠東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綜三信 陳敬詒 推甄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綜三信 彭雅勤 推甄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綜三信 曾郁雯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綜三信 馮婉真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黃靖媛 聯登 輔英科技大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綜三信 黃慧欣 聯登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楊宇晴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信 葉雅芳 聯登 正修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綜三信 劉雅孜 推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綜三信 蔡念慈 聯登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綜三信 盧琬婷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綜三信 鍾月榕 推甄 醒吾技術學院 旅運管理系 

綜三信 籃靜倫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信 籃靜倫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信 陳倪熏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綜三信 陳靜愉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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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三真 尤韋文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真 王姿婷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真 任玉雯 聯登 美和科技大學 美容系 

綜三真 江瓊琪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真 李姿樺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真 林于馨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真 林巾鈺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綜三真 林佳奇 單獨招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綜三真 張惠閔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綜三真 張嘉恬 聯登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科 

綜三真 梁嘉芸 推甄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綜三真 許珮純 推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餐旅科技群食品營養

科 

綜三真 陳韻涵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真 黃巧廷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真 黃倚菱 聯登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綜三真 黃雅伶 推甄 台南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綜三真 楊怡評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真 葉慧宜 聯登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真 廖婉如 推甄 遠東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綜三真 廖淨怡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綜三真 劉涵秀 推甄 崑山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三真 蔡雅心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真 鄭伊婷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真 鄭宇婷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真 盧釋欣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綜三真 謝旻紜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綜三真 蘇郁琪 聯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 

綜三真 陳慈雪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綜三真 黃詩婷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綜三真 劉芸妤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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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三誠 吳品儀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綜三誠 李佳芳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綜三誠 沈俞君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誠 周美吟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綜三誠 周詩雅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誠 林于涵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誠 林羿萱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誠 姜羽涵 聯登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綜三誠 洪采妏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管理與資訊系科技管理組 

綜三誠 涂琇文 推甄 南台科技大學 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綜三誠 張可欣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誠 張俐文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綜三誠 張雅婷 單獨招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綜三誠 施琳瑩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綜三誠 許詩婕 聯登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綜三誠 郭堉榕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綜三誠 張雅芳 推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綜三誠 陳姿縈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三誠 陳詩涵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綜三誠 曾韋婷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綜三誠 葉宜靜 聯登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綜三誠 廖品涵 聯登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綜三誠 劉義涓 聯登 正修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綜三誠 盧怡蓁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綜三誠 謝怡柔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綜三誠 簡偉如 聯登 台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三誠 蘇佳儀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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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德三 洪琳捷 聯登 中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新竹校區) 

台德三 郭碧婷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台德三 黃翊慈 聯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台德三 葉怡吟 聯登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台德三 葉珊如 聯登 高苑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