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汽車三信 廖哲偉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廣告三仁 劉迎佳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媒體設計系 屏東縣縣立九如國中

汽車三信 鍾翔羽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應外三仁 呂珮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資訊三仁 柯弘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

應外三仁 張愛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陳嬿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詹佑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汽車三信 廖修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資料三仁 蔡慧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沈弘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資料三仁 洪尚辰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應外三仁 鄭羽君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仁 洪祐駿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資訊三仁 張仁賓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資料三仁 陳嬿舒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餐飲三仁 沈雅雯 國立高雄餐旅科技大學 旅運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資訊三愛 張銘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吳彩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林夢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雲林縣縣立麥寮高中

應外三仁 洪倚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王純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應外三仁 王願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林千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仁 林哲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仁 林煒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應外三仁 張君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汽車三義 張筑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仁 廖俊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應外三仁 鄭羽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資訊三仁 陳主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雲林縣私立永年中學

美容三信 呂秀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資料三仁 蘇盈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資料三仁 林月清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陳主恩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雲林縣私立永年中學

資料三仁 顏政偉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仁 方奕晴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

資訊三仁 李哲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雲林縣私立揚子國中

應外三仁 謝雨軒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林嘉翎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資料三仁 郭凱琳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劉怡伶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應外三仁 蔡庭妤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應外三仁 林婕羽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台西國中

應外三仁 王姿樺 文藻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應外三仁 劉方蕓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應外三仁 蔡庭妤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仁 丁云惠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仁 李昌勝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應外三仁 李奕欣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大埤國中

資料三仁 林嘉翎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資訊三仁 莊竣翔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汽車三信 許智皓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98 三汽甲 陳祖康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南投縣縣立中寮國中

應外三仁 陳麗玲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廣告三仁 黃雅怡 南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資料三仁 廖育瑜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資訊三仁 廖昱豪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劉俞萱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應外三仁 劉韋呈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資料三仁 蔡雅琇 南台科技大學 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應外三仁 謝依珊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資料三仁 顏廷安 南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邱旻俞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微電三信 張倉維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廣告三仁 張淑淨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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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愛 張雅寧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廣告三仁 陳弘基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餐飲三仁 陳佳吟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資料三仁 黃文亮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愛 蔡正豪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料三仁 蔡宜靜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彰化縣縣立竹塘國中

資料三仁 蕭瑋呈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彰化縣縣立溪湖國中

資料三仁 丁鈺哲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仁 王靖雯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仁 李為臻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餐飲三仁 張憶華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廣告三仁 陳彥欽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彰化縣縣立田尾國中

廣告三仁 楊淨惟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廣告三仁 賴俞嘉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仁 王俊皓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仁 呂俊宏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水林國中

餐飲三仁 林萬來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孝 洪翊瑄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資訊三愛 陳柏超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乙 吳曉玟 大同技術學院 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愛 許婷喻 大同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麥寮高中

商資三義 蔡佩芸 大同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台西國中

餐飲三義 顏子涵 大同技術學院 烘焙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餐飲三甲 張淑雁 大華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資料三愛 周聯寶 中州科技大學 保健食品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微電三義 許誌軒 中州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彰化縣縣立北斗國中

微電三義 許誌軒 中州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彰化縣縣立北斗國中

餐飲三忠 蘇珊玉 中州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資訊三仁 趙修鴻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廣告三仁 張文馨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廣告三仁 陳薇淇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彰化縣縣立草湖國中

廣告三仁 蔡宗明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新竹校區）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愛 李容瑜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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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仁 姜銘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愛 陳佳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古坑國中

美容三忠 黃宛育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餐飲三愛 蔡茹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雲林縣縣立口湖國中

資料三愛 羅淑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資料三愛 吳玉玲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資料三仁 張瑩慧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料三仁 謝昀珊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林宛蓉 元培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麥寮高中

商資三信 張凱程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資訊三仁 李宗憲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淡水校區）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廣告三仁 李郁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淡水校區） 台北縣縣立光榮國中

廣告三仁 蔡志揚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淡水校區） 彰化縣縣立成功國中

廣告三仁 李佳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廣告三仁 陳弘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餐飲三仁 陳盈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料三愛 曾庭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廣告三仁 黃婷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中

廣告三仁 廖子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資料三愛 鄭湘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南投縣縣立延和國中

廣告三仁 蘇慧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廣告三仁 吳奕萱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雲林縣縣立飛沙國中

微電三義 林聖壹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微電三義 賴唯勝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中

資料三仁 田滿嫻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廣告三仁 江宜蓓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美容三信 吳佳琪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美容三乙 沈堯涵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應外三仁 周思岑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林伯平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美容三信 林鎂薰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訊三愛 張世璿 環球科技大學 生物技術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廣告三仁 張映婷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餐飲三忠 張琪鈞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南投縣縣立延和國中

商資三信 許美鳳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科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信 黃喬治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科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廣告三仁 葉秝溱 環球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資料三愛 葛子綺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美容三乙 廖彩妏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餐飲三義 劉珉羽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汽車三義 劉峻宇 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應外三仁 鍾佩玲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商資三義 魏彰毅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商資三信 王子庭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口湖國中

商資三義 王家騰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微電三義 吳育騰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麥寮高中

資訊三愛 李峻銘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商資三義 李應輝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餐飲三孝 林曉秀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商資三信 邱羽琪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微電三信 邱敬傑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數位媒體系 台南市市立文賢國中

微電三信 侯哲維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微電三信 姚硯智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台西國中

餐飲三仁 洪文挺 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資訊三愛 洪祥評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微電三信 高振豪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北港國中

商資三義 康文哲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餐飲三孝 張育慈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蔦松國中

汽車三忠 張育騰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資訊三仁 張祐群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孝 陳有榤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微電三義 陳信任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餐飲三孝 陳彥志 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四湖國中

商資三義 揣景宇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微電三信 曾耀澄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微電三信 程士軒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餐飲三義 程益新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孝 黃子源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南投縣縣立水里國中

微電三信 廖炫堯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二崙國中

汽車三信 廖健祐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資訊三愛 廖章竣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微電三義 蔡政諺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義 鄭惟駿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微電三信 韓易峻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古坑國中

資訊三愛 李宗翰 私立中原大學 工業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資訊三愛 張良皓 私立中原大學 工業工程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資料三愛 洪偲修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遊戲開發組 
彰化縣縣立草湖國中

餐飲三忠 洪藝瑄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彰化縣縣立溪湖國中

資料三仁 郭凱琳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信 王星驊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資料三愛 洪偲修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腦遊戲設計組 彰化縣縣立草湖國中

汽車三忠 廖柏翔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南投縣縣立南投國中

資料三愛 沈士翔 建國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廣告三仁 廖冠瑛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料三仁 戴珮羽 致理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台北縣縣立蘆洲國中

廣告三仁 陳怡芬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資料三愛 丁鈺婷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台西國中

微電三義 王罕崲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餐飲三乙 吳汶峻 高苑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學位學程 台中市市立中山國中

商資三信 李佳玲 高苑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甲 李宜蓁 高苑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台中市市立四育國中

廣告三仁 劉家倫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雲林縣縣立古坑國中

商資三義 王家騰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微電三義 吳松祐 崑山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北港國中

餐飲三仁 李家琪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仁 周靖維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林育祥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資料三愛 洪若綺 崑山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東仁國中

資訊三仁 徐士耀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仁 張育豪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仁 陳德謙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資料三愛 楊舒婷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仁 許珍瑋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汽車三丙 王國豪 華夏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大埤國中

商資三信 李佳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商資三義 張書銘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和國中

資料三仁 蔡宜靜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彰化縣縣立竹塘國中

資訊三仁 李俊霖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資訊三仁 李政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雲林縣縣立元長國中

資訊三愛 林彥安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嘉義縣縣立民雄國中

微電三義 張議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資料三愛 許峯碩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揚子國中

餐飲三仁 陳育賢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褒忠國中

資料三愛 陳佳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古坑國中

資料三仁 陳曉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廣告三仁 彭綉蓉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商資三義 黃梓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美容三信 廖凱妤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訊三仁 鄭志煜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微電三義 謝富傑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彰化縣縣立北斗國中

資料三愛 洪尚君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愛 陳姿穎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資訊三仁 曾慈慶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微電三信 曾義安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資訊三仁 鄭志煜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雲林縣縣立斗南高中

餐飲三忠 丁俞伶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旅遊經營組 雲林縣私立揚子國中

廣告三仁 周曉慧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仁 官宜蘋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餐飲三仁 林威成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義 胡盛評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餐飲三信 留瑞棋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創意行銷組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廣告三仁 陳宣彤 遠東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愛 陳彥穎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創意行銷組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商資三信 陳薇鈞 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仁 楊斯婷 遠東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彰化縣縣立成功國中

餐飲三仁 廖羿晴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資訊三仁 管俊幃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餐飲三愛 劉湘宇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餐飲三仁 顏宏武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義 鍾皓盈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餐飲三義 顧心婷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雲林縣縣立崇德國中

商資三義 陳建廷 黎明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廣告三仁 黃靖芬 黎明技術學院 流行設計系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中

微電三義 王泓鈞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資料三愛 詹佩容 醒吾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彰化縣縣立竹塘國中

餐飲三孝 王孟俞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餐飲三愛 王惠君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明國中

廣告三仁 王憶柔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行銷與廣告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廣告三仁 包婉鈴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行銷與廣告系 雲林縣縣立斗南國中

廣告三仁 吳佳侖 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飛沙國中

廣告三仁 吳佳侖 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雲林縣縣立飛沙國中

廣告三仁 吳玲瑋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行銷與廣告系 雲林縣縣立飛沙國中

餐飲三義 呂典諭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義 李則叡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義 沈安俞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忠 林忠順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餐飲三孝 林雨蒨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莿桐國中

商資三義 張嘉玶 南榮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中

餐飲三愛 許育健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汽車三信 許棣惟 南榮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雲林縣縣立土庫國中

餐飲三愛 許筑婷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石榴國中

商資三信 曾于庭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行銷與廣告系 雲林縣縣立崙背國中

餐飲三忠 詹燕如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班級名稱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入學國中 

餐飲三義 劉柏成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西螺國中

餐飲三愛 韓諄憲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雲林國中

餐飲三愛 蘇錦祥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馬光國中

餐飲三義 吳惠鈴 臺灣觀光學院 廚藝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餐飲三愛 汪亞璇 臺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東勢國中

餐飲三信 楊舒淮 和春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雲林縣縣立虎尾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