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1 實習名單及錄取單位
序號 學號 姓名 錄取單位 部門或職位 班級 輔導老師

1 49909216 郭巧羚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部OP 四丙 王堅楚
2 40109201 林瑜庭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部業務代表 二丁 王堅楚
3 40109186 李欣曄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部業務代表 二丁 王堅楚
4 40109047 陸素雲 夢想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代表兼儲訓領隊 二丁 王堅楚
5 40109040 林有展 水美溫泉浴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房部 二甲 余宗龍
6 40109257 葉庭妘 君品大飯店 宴會廳 二甲 余宗龍
7 40109284 蔡福鉦 南港運動中心 場務管理組 二丁 余宗龍
8 40109271 周昱萱 台北君悅飯店 宴會廳 二甲 呂麗蓉
9 40109113 陳宣儒 台北深坑假日飯店 房務部 二丁 呂麗蓉
10 40109253 李國楓 台灣富驛酒店集團 服務中心 二甲 呂麗蓉
11 40109034 黃彥霖 野柳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 二甲 呂麗蓉
12 40109118 蔡儒敏 野柳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 二丁 呂麗蓉
13 40109188 胡家銘 寒舍艾麗酒店 房務部 二丁 呂麗蓉
14 40109263 蔡雅欣 山富旅行社 客服部門 二甲 林旭龍
15 40109251 于愷欣 山富旅行社 財務部門 二甲 林旭龍
16 40109256 鐘暐捷 山富旅行社 業務部門 二甲 林旭龍
17 40109183 郭亭昀 日本 ホテルリゾリックス車山高原 二丁 林旭龍
18 40109176 詹勳潔 日本 ホテルリゾリックス車山高原 二丁 林旭龍
19 49909220 王湘瑜 世邦旅行社 總機與行政助理 四丙 林旭龍
20 40109174 李資菱 東南旅行社 門市服務 二丁 林旭龍
21 40109033 蔡宜庭 雄獅旅行社 元件產品部國際訂房部門 二甲 林旭龍
22 40109276 杜孟軒 雄獅旅行社 證照部門 二丁 林旭龍
23 40109161 蔡宜璇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4 40109197 彭于晉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5 40109205 陳汶君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6 40109211 羅筱雲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7 40109167 林合成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8 40109196 徐國鑫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丁 林旭龍
29 40109016 呂盈瑩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甲 林旭龍
30 40109032 杜芯玫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民旅遊、畢旅領團員 二甲 林旭龍
31 40109169 謝玉真 京站紅勘餐廳 服務生 二丁 林奇剛
32 40109108 蔣友純 可麗姿丹 按摩芳療部 二丁 林奇剛
33 40109258 楊晟君 皇后鎮森林企業有限公司 餐飲部 二甲 林楷
34 40109010 高聖傑 皇后鎮森林企業有限公司 餐飲部 二甲 林楷
35 40109013 張哲維 皇后鎮森林企業有限公司 風車部 二甲 林楷
36 40109015 詹前緯 皇后鎮森林企業有限公司 露營部 二甲 林楷
37 40109199 曹嘉宏 新加坡 GO SUKI 日式料理助理廚師 二丁 施君翰
38 40109209 李云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二丁 施君翰
39 40109203 陳詩穎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二丁 施君翰
40 40109265 黃郁婷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二丁 施君翰
41 40109137 阮晴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二甲 施君翰
42 40109268 李哲敏 新加坡 艾廸達高爾夫球場 二丁 施君翰
43 40109198 張詠善 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 二丁 施君翰
44 40109269 紀佑蓁 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 二甲 施君翰
45 40109261 紀韋寧 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 二甲 施君翰
46 40109283 陳勁銘 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 二甲 施君翰
47 40109200 宋怡亭 新加坡 樂樂鍋 二丁 施君翰
48 40109180 江姵妏 新加坡 濱華飯店 二丁 施君翰
49 40109179 黃麗伃 頭城農場 房務部 二丁 施君翰
50 40109164 梁家綺 頭城農場 房務部 二丁 施君翰
51 40109175 林柏瑋 摩曼頓_士林旗艦店 銷售員 二丁 張玉治



52 40109014 廖士文 摩曼頓_基隆店 銷售員 二甲 張玉治
53 40109260 陳銘邦 摩曼頓_劍潭店 銷售員 二甲 張玉治
54 40109031 黃晉陽 摩曼頓_新莊中正店 銷售員 二甲 張玉治
55 40109011 陳亮宇 摩曼頓_永和店 銷售員 二甲 張玉治
56 40109212 李佳熹 摩曼頓_大東三店 銷售員 二丁 張玉治
57 40109012 江哲霖 WOW Café 外場服務員 二甲 張玉治
58 40109021 陳宜謙 花蓮理想大地渡假村 房務部 二甲 陳祈森
59 49909212 陳偉振 統一午茶風光 門市服務 四丙 陳祈森
60 40109046 謝明諺 福容大飯店 - 台北 西餐外場 二甲 陳祈森
61 40109267 李端容 福容大飯店 - 台北 西餐外場 二甲 陳祈森
62 40109002 陳永鑫 福容大飯店 - 深坑 救生員 二甲 陳祈森
63 40109166 劉育伶 王品餐飲有限公司 西堤-台北重慶南 二丁 游菀瑋
64 40109192 呂惠淇 王品餐飲有限公司 舒果-台北羅斯福 二丁 游菀瑋
65 40109116 許思翰 台北馥敦飯店 房務部 二丁 游菀瑋
66 40109285 莊競 台北馥敦飯店 房務部 二丁 游菀瑋
67 40109168 鄭婷 薩摩亞商克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麵包-台北長庚 二丁 游菀瑋
68 40109274 王媁 薩摩亞商克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麵包-民生 二丁 游菀瑋
69 40109252 謝東霖 薩摩亞商克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麵包-南海 二丁 游菀瑋
70 40109044 耿繼興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1 40109039 詹兆文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2 40109255 葉峻廷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3 40109045 陳高緯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4 40109007 林子傑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5 40109003 劉家凱 鴻陽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救生員 二甲 董益吾
76 40109281 莊曜如 太魯閣晶英 SPA 按摩芳療 二甲 鄧宏如
77 40109020 郭柏彥 太魯閣晶英 房務部 二甲 鄧宏如
78 49909213 王歆怡 禾亞資通股份有限公司(自尋) 客服部門 四丙 鄧宏如



79 40109008 劉雙雙 紅石國際 餐飲外場 二甲 鄧宏如
80 49909023 高晟峰 集思國際會議顧問有限公司 南港世貿技術服務部 二甲 鄧宏如
81 40109117 王逸婷 圓山大飯店 服務中心 二丁 鄧宏如
82 40109018 王穎智 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房務部 二甲 鄧宏如
83 40109266 呂學亭 饗食天堂 外場服務 二甲 鄧宏如
84 40109009 崔馨怡 三澧企業 餐飲部 二甲 鍾隆文
85 40109017 陳柏文 天籟溫泉會館 房務部 二甲 鍾隆文
86 40109158 王雨婷 天籟溫泉會館 房務部 二丁 鍾隆文
87 40109206 張嘉峻 台北凱撒大飯店 房務部 二丁 鍾隆文
88 40109173 周振偉 布列德麵包坊 門市服務 二丁 鍾隆文
89 40109160 馬睿瑜 布列德麵包坊 門市服務 二丁 鍾隆文
90 40109270 劉瑋傑 布列德麵包坊 門市服務 二甲 鍾隆文
91 40109273 黃玉婷 美麗信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餐飲部 二丁 鍾隆文
92 40109019 吳玟諆 美麗信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餐飲部 二甲 鍾隆文
93 40109028 徐薇茜 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餐飲部 二甲 鍾隆文
94 40109023 廖翊翔 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餐飲部 二甲 鍾隆文
95 40109289 賀承陽 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房務部 二甲 鍾隆文
96 40109027 蘇若涵 台北西門町意舍 餐飲部外場 二甲 蘇堯銘
97 40109037 廖夢婷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運動健身中心 - 助理教練 二甲 蘇堯銘
98 40109038 薩宜心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運動健身中心 - 助理教練 二甲 蘇堯銘
99 40109043 許怡婷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運動健身中心 - 助理教練 二甲 蘇堯銘
100 40109190 蕭家欣 美國 (正式雇用文件等待中) 二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