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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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9247 李長恩 凱旋旅行社 跨部門助理 休管三丙 王堅楚

2 40109229 張瑋玲 新台旅行社 (台中) 行銷部 休管三丙 王堅楚

3 40109144 吳羿均 新台旅行社 (台北) 業務代表 休管三丙 王堅楚

4 40109243 張晉嘉 新台旅行社 (台北) 業務代表 休管三丙 王堅楚

5 40109074 陳寬誌 水美溫泉會館 湯屋清潔員 休管三乙 余宗龍

6 40109097 張維廷 芙洛麗飯店 外場服務人員 休管三丙 余宗龍

7 40109228 林映欣 蘆洲運動中心 場務組 休管三丙 余宗龍

8 40109089 劉意成 寒舍艾麗酒店 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呂麗蓉

9 40109293 陳啟豪 寒舍艾麗酒店 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呂麗蓉

10 40109073 劉家吟 自尋單位 自尋單位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1 40109069 林亞萱 國泰商旅 和逸外場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2 40109080 李泓緯 國泰商旅 和逸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3 40109101 蘇柏仲 國泰商旅 和逸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4 40109102 任恩霆 國泰商旅 幕軒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5 40109104 鄭名凱 國泰商旅 幕軒房務部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6 40109057 王政達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廚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7 40109060 王譽淞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廚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8 40109062 高翌涵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廚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19 40109077 鄭鈺馨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廚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20 40109085 連振翔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樂廚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21 40109220 李佳融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行李員) 休管三丙 周義娟



22 40109248 黃柏豪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行李員) 休管三丙 周義娟

23 40109072 陳俊宏 輕車悠遊股份有限公司 湯屋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24 40109070 楊雅淳 輕車悠遊股份有限公司 湯屋服務員 休管三乙 周義娟

25 40109139 陳珮瀅 山富旅行社 客服部業務助理 休管三丙 林旭龍

26 40109110 郭襄 山富旅行社 管理部助理 休管三丙 林旭龍

27 40109245 李浩文 東南旅行社 門市服務部助理 休管三丙 林旭龍

28 40109114 吳睿軒 雄獅旅行社 總務部 休管三乙 林旭龍

29 40109115 周孝寧 雄獅旅行社 創新中心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0 40109120 簡佑耘 雄獅旅行社 品質保證部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1 40109288 楊佳欣 雄獅旅行社 證照部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2 40109292 簡伶容 雄獅旅行社 品質保證部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3 40109056 蘇勁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旅團輔人員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4 40109065 宋玗庭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旅團輔人員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5 40109088 吳尚芸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旅團輔人員 休管三乙 林旭龍

36 40109282 葉宇驊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流遊學部行政助理 休管三丙 林旭龍

37 40109291 陳衍廷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旅團輔人員 休管三丙 林旭龍

38 40109238 楊博丞 鴻禧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旅團輔人員 休管三丙 林旭龍

39 40109066 林環銨 可麗姿丹 芳療服務 休管三乙 林奇剛

40 40109136 盧韻涵 可麗姿丹 芳療服務 休管三丙 林奇剛

41 40109242 蔡羽梵 可麗姿丹 芳療服務 休管三丙 林奇剛

42 40109107 蔡頤穎 京站紅色繽紛餐廳 外場服務人員 休管三乙 林奇剛

43 40109090 許珺涵 京站紅色繽紛餐廳 外場服務人員 休管三乙 林奇剛

44 40109124 周冠丞 統一渡假村 谷關 休管三乙 林楷



45 40109240 曹元冠 統一渡假村 鹿港 休管三丙 林楷

46 40109149 高翰 統一渡假村 鹿港 休管三丙 林楷

47 40109092 蘇冠毅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救生員 休管三乙 林楷

48 40109138 阮祈芳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俱樂部櫃檯 休管三丙 林楷

49 40109222 楊淯麟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救生員 休管三丙 林楷

50 40109225 陳心怡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俱樂部櫃檯 休管三丙 林楷

51 40109294 陳則維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救生員 休管三丙 林楷

52 40109249 楊凱晴 麥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俱樂部櫃檯 休管三丙 林楷

53 40109286 增渕純羽 新加坡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休管三丁 施君翰

54 40109241 呂佳玲 新加坡 Movenpick hotel 休管三丙 施君翰

55 40109236 劉佩珊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休管三丙 施君翰

56 40109234 李慧玲 新加坡 大眾書局 休管三丙 施君翰

57 40109076 陳厚瑜 遠雄大飯店 客服部服務中心 休管三乙 張玉治

58 40109129 鄭蘇翊涵 遠雄大飯店 餐飲部西餐 休管三丙 張玉治

59 40109133 高子婷 遠雄大飯店 房務部 休管三丙 張玉治

60 40109112 詹婷郁 摩曼頓 基隆店 休管三乙 張玉治

61 40109205 陳汶君 摩曼頓 南港中信店 休管三丁 張玉治

62 40109233 吳裕軒 摩曼頓 士林店 休管三丙 張玉治

63 40109015 詹前緯 摩曼頓 南港中信店 休管三甲 張玉治

64 40109079 劉圃宏 澳洲 布里斯本昆士蘭大學 休管三乙 張玉治

65 40109157 黃子恒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餐飲部/餐服外場 休管三乙 陳祈森

66 40109159 謝尚祐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客房部/休育處 休管三丁 陳祈森

67 40109148 高俊賢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餐飲部/廚務內場 休管三丙 陳祈森



68 40109226 魏宏宇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餐飲部/餐服外場 休管三丙 陳祈森

69 40109219 胡茗幃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餐飲部/餐服外場 休管三丙 陳祈森

70 40109140 陳翎修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客房部/休育處 休管三丙 陳祈森

71 40109221 陳芸萍 神旺大飯店 承德館 潮品集外場 休管三丙 陳祈森

72 40109105 廖家誼 源裕豐餐飲集團 仁愛門市外場服務員 休管三乙 陳祈森

73 40109250 黃士傑 源裕豐餐飲集團 信義門市外場服務員 休管三丙 陳祈森

74 40109277 倪明賢 福容大飯店(高雄) 餐飲外場 休管三丙 陳祈森

75 40109006 賴宇軒 福容大飯店(深坑) 客務部 休管三甲 陳祈森

76 40109127 吳雅方 墾丁凱撒 西廚房 休管三丁 陳祈森

77 40109103 許淳淵 隨意鳥地方 內場服務 休管三乙 陳祈森

78 40109121 何詩婷 隨意鳥地方 外場接待 休管三乙 陳祈森

79 40109123 季子傑 隨意鳥地方 內場服務 休管三乙 陳祈森

80 40109091 林郁芬 隨意鳥地方 外場接待 休管三乙 陳祈森

81 40109246 李心慈 隨意鳥地方 外場接待 休管三丙 陳祈森

82 40109068 王玉霖 王品集團 舒果 台北羅斯福 大廳組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3 40109147 施翊婷 王品集團 hot 7 板橋文化 廚藝組 休管三丙 游菀瑋

84 40109051 黃美鳳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七張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5 40109055 張秀瑄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台北長庚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6 40109064 邱政龍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台電大樓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7 40109078 陳岳陽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行天宮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8 40109086 劉凡瑜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松山 休管三乙 游菀瑋

89 40109095 彭鳳涵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古亭 休管三乙 游菀瑋

90 40109155 陳怡心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明曜 休管三乙 游菀瑋



91 40109227 戴振軒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北車 休管三丙 游菀瑋

92 40109215 高家祥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有限公司 樂田-光復 休管三丙 游菀瑋

93 40109098 何誼慧 馥敦飯店 中餐廳 休管三丙 游菀瑋

94 40109134 姚竹羿 馥敦飯店 宴會廳 休管三丙 游菀瑋

95 40109135 蔡亞玲 馥敦飯店 房務部 休管三丙 游菀瑋

96 40109063 游文綺 太魯閣晶英 房務部 休管三乙 鄧宏如

97 40109087 蕭宇珊 太魯閣晶英 房務部 休管三乙 鄧宏如

98 40109088 廖霈蓉 太魯閣晶英 房務部 休管三乙 鄧宏如

99 40109111 梁宇均 蘭城晶英酒店 中餐廳外場 (紅樓) 休管三丙 鄧宏如

100 40109295 呂瑋 犇亞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中心部 休管三丙 鄧宏如

101 40109075 林裕勝 天籟溫泉會館 客務組(禮賓接待) 休管三乙 鍾隆文

102 40109081 李威霆 天籟溫泉會館 休閒部(活動員) 休管三乙 鍾隆文

103 40109093 林俊霖 天籟溫泉會館 餐飲部(服務員) 休管三乙 鍾隆文

104 40109109 易宏軒 天籟溫泉會館 休閒部(活動員) 休管三丙 鍾隆文

105 40109146 張之瑋 天籟溫泉會館 休閒部 休管三丙 鍾隆文

106 40109142 楊上瑩 美麗信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 休管三丙 鍾隆文

107 40109152 曾茹湲 美麗信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部 休管三丙 鍾隆文

108 40109106 吳家蒂 Nissance coffee 外場服務人員 休管三乙 蘇堯銘

109 40109122 林昕盈 Nissance coffee 外場服務人員 休管三乙 蘇堯銘

110 40109132 蘇湘云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助理運動教練 休管三丙 蘇堯銘

111 40109154 李怡嬅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助理運動教練 休管三丙 蘇堯銘

112 40109143 王千綺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助理運動教練 休管三丙 蘇堯銘

113 40109099 何語箏 佳仕旺國際有限公司 助理運動教練 休管三丙 蘇堯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