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統測甄選入學錄取榜單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畢業國中 

商經 301班 孫承翔 醒吾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頭城國中 

商經 301班 陳瑜鈞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東光國中 

商經 301班 黃凱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頭城國中 

幼保 302班 王渝媃 嶺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中華國中 

幼保 302班 吳雅筑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宜蘭國中 

幼保 302班 林倢如 醒吾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中華國中 

幼保 302班 邱湘芸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頭城國中 

幼保 302班 偕斯涵 聖約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系 頭城國中 

幼保 302班 張庭語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五結國中 

幼保 302班 張惠雯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頭城國中 

幼保 302班 張舒涵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復興國中 

幼保 302班 陳云佳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壯圍國中 

幼保 302班 陳思涵 嘉南藥理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宜蘭國中 

幼保 302班 馮鈺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礁溪國中 

幼保 302班 黃欣潔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頭城國中 

幼保 302班 黃詩晴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礁溪國中 

幼保 302班 楊淑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內城國中 



 

 

美容 303班 陳若芬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復興國中 

美容 303班 陳貞尹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壯圍國中 

美容 303班 游羽琦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壯圍國中 

美容 303班 游念恩 龍華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宜蘭國中 

美容 303班 楊于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中華國中 

美容 303班 謝雨霖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礁溪國中 

資處 304班 朱晏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凱旋國中 

資處 304班 張凱閎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頭城國中 

資處 304班 許育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礁溪國中 

資處 304班 陳郁馨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復興國中 

資處 304班 黃伯凱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宜蘭國中 

餐管 305班 吳偉恩 龍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復興國中 

餐管 305班 李佩軒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頭城國中 

餐管 305班 李欣柔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李浩宇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復興國中 

餐管 305班 李翊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林永昇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張馨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羅東國中 

餐管 305班 許宸胤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復興國中 



 

 

餐管 305班 郭翔杰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陳宜巧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羅東國中 

餐管 305班 陳奕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養生休閒管理系 頭城國中 

餐管 305班 陳歆儒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冬山國中 

餐管 305班 游子慶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簡意峻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礁溪國中 

餐管 305班 蘇紜霆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宜蘭國中 

餐管 305班 游耀鵬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礁溪國中 

流服 306班 朱立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五結國中 

流服 306班 吳若綺 嶺東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系 國華國中 

流服 306班 吳珮瑜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頭城國中 

流服 306班 李慈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漫畫系 復興國中 

流服 306班 周軒羽 黎明技術學院 時尚經營管理系 宜蘭國中 

流服 306班 林家琪 醒吾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羅東國中 

流服 306班 黃姵瑜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中華國中 

流服 306班 蘇家萱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青山國中 

流服 306班 陳郁琪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頭城國中 

綜高 307班 林之筠 華夏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礁溪國中 

綜高 307班 俞茹馨 華夏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冬山國中 



 

 

綜高 307班 陳姵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五結國中 

綜高 309班 黃柏勳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廚藝管理系 宜蘭國中 

綜高 309班 陳立倫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廚藝管理系 員山國中 

綜高 309班 歐懿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復興國中 

綜高 309班 蕭詠雯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復興國中 

綜高 309班 駱曉貞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醒吾高中

國中部 

綜高 309班 魏妤庭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頭城國中 

綜高 309班 魏啟翔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廚藝管理系 宜蘭國中 

綜高 309班 楊子昀 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 冬山國中 

服製 313班 林暄庭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五結國中 

美髮 314班 黃珊語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壯圍國中 

美髮 314班 黃鼎鈞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羅東國中 

餐技 315班 李芷儀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頭城國中 

餐技 315班 李冠玉 中華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員山國中 

餐技 315班 李昱伶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壯圍國中 

餐技 315班 林家宏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礁溪國中 

餐技 315班 林詳諭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頭城國中 

餐技 315班 高秀娟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礁溪國中 

餐技 315班 張若芹 黎明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員山國中 



 

 

餐技 315班 張祐瑄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礁溪國中 

餐技 315班 莊宜庭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壯圍國中 

餐技 315班 陳又瑄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頭城國中 

餐技 315班 陳爰蓉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宜蘭國中 

餐技 315班 陳韋伶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頭城國中 

餐技 315班 葉容君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宜蘭國中 

餐技 315班 潘宥辰 萬能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宜蘭國中 

餐技 315班 蕭伊鈞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礁溪國中 

餐技 315班 徐佾鎮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壯圍國中 

 

恭喜以上同學錄取理想校系 

全校師生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