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飲學程第 15屆畢業生(2014年畢)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科系 

1 賴威融 樹德科技大學餐旅管理學位學程 

2 黃婷琳 遠東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3 邱 璿 醒吾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4 古婉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5 陳筱青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  

6 呂詩婷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 

7 林怡瑩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8 謝臣威 美和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9 王雅婷 就業 

10 潘家鈞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餐旅管理科 

11 蔡聖沂 就業 

12 馬科晉 就業 

13 李薇 遠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14 林佳佑 就業 

15 黃修誠 就業 

16 陳淑婷 美和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17 徐香皓 大仁科技大學休閒運動 管理系 

 

 

 

 

 



餐飲學程第 14屆畢業生(2013年畢)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方俞程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2 許婉霖 高苑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3 陳蕙敏 台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4 蘇麗芬 高雄餐旅大學 旅旅管理系 

5 許曉雯 台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6 王薏茹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與餐旅管理系 

7 林劭穎 樹德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學位學程 

8 陳奕君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9 張雅筑 崇右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10 王麗琪 台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11 林毓雯 致理技術學院  商業科技管理 

12 柯清德 台灣觀光學院 觀光休閒系 

13 黃貴忠 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科 

14 邱燕琳 南榮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保健系 

15 蔡聖恩 志願役  

16 萬銘傑 志願役  

17 陳賢銘 志願役  

18 黃志豪 志願役  

 



餐飲學程第 13屆畢業生(2012年畢)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尤姿懿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2 向有甯 東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演藝事業管理組 

3 向有甯 醒吾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4 吳亞軒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5 李菁菁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6 周思凱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7 柯修華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8 胡雪如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動漫設計系 

9 高約瑟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10 高聖鈞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11 張平山 大仁科技大學 管理組 

12 張平山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餐旅管理系旅館 

13 陳姿穎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14 黃柏靜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5 萬帝佑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16 萬湘涵 醒吾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17 潘思璇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18 鄭宇伶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9 羅君慧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餐飲學程第 12屆畢業生(2011年畢)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尤怡淋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吳巧寧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3 吳秋妤 大同技術大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4 李長青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飲料管理組 

5 林靜怡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6 曹佑誠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7 陳沛如 南亞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8 曾雅莉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9 黃婷琦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10 黃楷翔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11 楊毓鈴 中華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系(新竹分部) 

12 潘勇慶 臺灣觀光學院 廚藝管理系 

 

 

 

 

 

 

 



餐飲學程第 11屆畢業生(2010年畢)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1 蔡志銘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系 

2 蘇暉凱 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3 許雯淨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4 李韋良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5 盧彥翰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6 李文豪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7 李文豪 台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8 林智祥 台灣觀光學院 廚藝管理系 

9 邱德榮 台灣觀光學院 旅館會展系 

10 張立基 台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11 陳珮諭 台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12 陳國豪 台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13 賴靜茹 台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14 潘家豪 台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15 羅燕庭 台灣觀光學院 渡假休閒管理系 

16 李雁榕 東方設計學院 傳播藝術系表演藝術組 

17 余詩婷 東方設計學院 餐飲管理學位 

18 杜于菁 東方設計學院 餐飲管理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