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111-2導師 研究室分機 代理人 備考

1 餐飲一勤 趙振瑛 6982 呂佩勳

2 餐飲一勞 呂佩勳 6703 趙振瑛

3 餐飲二勤 郭美玲 6700 蔡淳伊

4 餐飲二勞 蔡淳伊 6657 郭美玲

5 餐飲三勤 劉建裕 6491 任春榮

6 餐飲三勞 任春榮 6987 劉建裕

7 餐飲四勤 張萊華 2666 夏先瑜

8 餐飲四勞 夏先瑜 6718 張萊華

9 烘焙一勤 辜韋勳 6266 謝秀宜

10 烘焙一勞 謝秀宜 6263 辜韋勳

11 烘焙二勤 楊永富 6701 陳文正

12 烘焙三勤 陳文正 6545 楊永富

13 烘焙四勤 胡宜蓁 2660 何宣萱

14 廚藝一勤 鄧序彤 6991 何宣萱

15 廚藝一勞 何宣萱 6682 鄧序彤

16 廚藝二勤 方志銘 6337 魏仕杰

17 廚藝二勞 魏仕杰 6266 方志銘

18 廚藝三勤 何育任 6706 高世達

19 廚藝三勞 高世達 6533 何育任

20 廚藝四勤 吳忠義 6659 高世達

21 廚藝四勞 高世達 6533 吳忠義

22 休憩一勤 黃幸玲 6548 陳信甫

23 休憩二勤 張靜宜 6593 蘇淑芳

24 休憩三勤 邱鴻遠 6514 楊明賢

25 休憩四勤 陳信甫 6542 劉祐彰

26 旅行二勤 蘇淑芳 6540 曾秋玉

27 旅行三勤 楊明賢 6538 舒麗娟

28 旅行四勤 劉惠珍 6541 陳信甫

29 航空一勤 林佳蓉 6513 曾秋玉

30 航空二勤 曾秋玉 6552 張靜宜

31 航空三勤 舒麗娟 6517 楊明賢

32 航空四勤 劉祐彰 6523 劉惠珍

33 旅館一勤 洪欣正 6668/2393 吳奕蒼

34 旅館二勤 王斐青 6712 尚瑞國

35 旅館三勤 呂學尚 6695 呂國賢

36 旅館三勞 呂國賢 6710 呂學尚

37 旅館四勤 王斐青 6712 尚瑞國

38 旅館四勞 劉瑞華 6319 陳達元

39 企管一勤 熊東亮 6992 李正綱

40 企管二勤 李正綱 6423 熊東亮

41 企管三勤 陳禔銨 6426 林秀芬

42 企管四勤 李正綱 6423 熊東亮

43 企管四勞 林秀芬 6437 陳禔銨

44 行銷一勤 邱顯貴 6338 張珮玲

45 行銷二勤 紀夙娟 6483 張琳禎

46 行銷三勤 黃冠英 6327 吳麗晳

47 行銷四勤 林宗鈞 6983 張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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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行銷四勞 張景峰 6645 林宗鈞

49 國貿一勤 尚麗琳 6485 林恆妙

50 國貿二勤 尚麗琳 6485 林恆妙

51 國貿三勤 李芳君 6486 尚麗琳

52 國貿四勤 黃啓瑞 6477 賴金端

53 會展四勤 林恆妙 6490 尚麗琳

54 財金一勤 詹立宇 6273 許嘉仁

55 財金二勤 陳文慧 6265 林瑞椒

56 財金三勤 林瑞椒 6267 許嘉仁

57 財金四勤 許嘉仁 6276 林瑞椒

58 財稅一勤 許景翔 6958 王維興

59 財稅二勤 陳東瀛 6355 王維興

60 財稅三勤 許馨方 6639 許景翔

61 財稅三勞 張珍 6363 陳伯源

62 財稅四勤 朱媛媛 6362 鄭如伶

63 財稅四勞 王維興 6357 陳東瀛

64 行媒一勤 艾建宏 6242 方鎮良

65 行媒二勤 李弘斌 6975 方鎮良

66 行媒三勤 周伯毓 6963 艾建宏

67 行媒四勤 莊益瑞 6307 曾志明

68 視傳一勤 廖兆斌 6847 郭雅秀

69 視傳一勞 郭雅秀 6859 廖兆斌

70 視傳二勤 林鴻彰 6867 楊文灝

71 視傳二勞 林鴻彰 6860 楊文灝

72 視傳三勤 楊文灝 6868 陳珠元

73 視傳三勞 陳珠元 6865 楊文灝

74 視傳四勤 黃國榮 6857 陳曉菲

75 視傳四勞 陳曉菲 6864 蔡進興

76 視傳四樸 陳珠元 6865 黃國榮

77 工藝一勤 南宇陽 6821 陳嬿如

78 工藝二勤 賴韻宇 6210 陳嬿如

79 工藝三勤 陳嬿如 6859 賴韻宇

80 應日一勤 草間敏彰 6940 戶田哲也

81 應日一勞 戶田哲也 6922 草間敏彰

82 應日二勤 吳德芬 2900 趙妙菁

83 應日二勞 葉冰瑩 6932 張祐禎

84 應日三勤 王玉英 6931 趙妙菁

85 應日三勞 趙妙菁 6937 王玉英

86 應日四勤 吳德芬 2900/6934 趙妙菁

87 應日四勞 李岳牧 6585 吳德芬

88 應英一勤 陳漢光 6911 高宏宣

89 應英二勤 宋達溪 6903 高宏宣

90 應英三勤 高宏宣 2568 陳漢光

91 應英四勤 喬克凡 6896 宋達溪

92 電通一勤 王旭志 6802 陳俊達

93 電通二勤 李振偉 6825 陳俊達

94 電通三勤 張明化 6783 陳俊達

95 電通四勤 翁啟明 6817 王旭志

96 資工二勤 李振偉 6825 張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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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資工三勤 張基源 6836 李振偉

98 資工四勤 吳璧如 6807 王俊欽

99 觀餐一樸 舒麗娟 6517 曾秋玉

100 觀餐一實 蔡亨 6243 呂國賢

101 觀餐一義 姚瞻海 6447 陳丹華

102 觀餐二實 呂國賢 6710 呂學尚

103 觀餐三實 周明華 2877 謝秀宜

104 觀餐四實 趙振瑛 6982 陳丹華

105 觀餐四義 陳丹華 6361 趙振瑛

106 商管一實 許碧瑜 6436 林秀芬

107 商管二實 林秀芬 6437 許碧瑜

108 行銷二信 林恆妙 6490 張琳禎

109 人設四實 詹餘靜 6340 宋達溪

110 電資一實 張明化 6783 陳俊達

111 餐飲三謙 胡宜蓁 2660 姚瞻海

112 餐飲四謙 姚瞻海 6447 胡宜蓁

113 旅行四謙 蘇淑芳 6540 曾秋玉

114 旅館三謙 羅常芳 6713 張家甄

115 旅館四謙 羅常芳 6713 張家甄

116 視傳四謙 陳珠元 6865 黃國榮

117 應日三謙 戶田哲也 6922 草間敏彰

118 應日四謙 葉冰瑩 6932 張祐禎

119 應英三謙 陳漢光 6911 高宏宣

120 應英四謙 宋達溪 6903 高宏宣

121 餐飲一群 陳丹華 6361 張君同

122 餐飲一育 謝秀宜 6263 王永貞

123 餐飲二群 張君同 6973 呂佩勳

124 餐飲三群 呂佩勳 6703 張君同

125 餐飲四實 霍晉明 6371 謝秀宜

126 餐飲四群 邱宗志 6247 王永貞

127 旅遊一群 邱鴻遠 6514 陳信甫

128 旅遊二群 蘇淑芳 6540 曾秋玉

129 旅遊三群 楊明賢 6538 曾秋玉

130 旅遊四群 林佳蓉 6513 張東平

131 旅館一群 林香君 2688 高崇倫

132 旅館二群 張家甄 6546 王斐青

133 旅館三群 高崇倫 6689 林香君

134 旅館四群 林香君 6716 高崇倫

135 旅館四實 張家甄 6546 洪欣正

136 行銷一德 吳芳瑤 6217 吳麗晳

137 行銷二德 張琳禎 2622 紀夙娟

138 行銷三德 吳麗晳 6979 紀夙娟

139 行銷四德 王士元 6433 吳麗晳

140 視傳一群 楊文灝 6868 陳珠元

141 視傳二群 林鴻彰 6860 楊文灝

142 視傳三群 陳珠元 6865 楊文灝

143 視傳四群 陳嬿如 6860 楊文灝

144 視傳四美 陳嬿如 6860 楊文灝

145 應日一德 李岳牧 6585 吳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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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應日二群 葉冰瑩 6932 張祐禎

147 電通一德 王旭志 6802 陳俊達

148 職觀碩一 梁英文 6656 顏建賢

149 職觀碩二 梁英文 6656 顏建賢

150 職電碩一 陳一鋒 6826 陳俊達

151 職電碩二 陳一鋒 6826 陳俊達

152 企管四甲 陳禔銨 6426 許碧瑜

153 企管三乙 邱悅蓉 6438 許碧瑜

154 企管四乙 許碧瑜 6436 邱悅蓉

155 旅館三乙 羅常芳 6713 張家甄

156 旅館四乙 呂學尚 2203 呂國賢

157 餐飲三乙 胡宜蓁 2660 姚瞻海

158 餐飲四乙 姚瞻海 6447 胡宜蓁

159 餐飲一忠 周明華 2877 鄧序彤

160 餐飲二忠 鄧序彤 6991 任春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