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家商 107學年度升讀國立大學榜單 

No. 姓名 錄取國立大學 科系 科別 班級 

1.  蘇心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廣告設計科 310 

2.  陳淳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美容科 328 

3.  林家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系 綜高學術學程 301 

4.  陳明鈺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音樂系 綜高學術學程 301 

5.  黃晨瑋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商業管理系 美容科 342 

6.  楊閔祺 國立復旦大學 上海視覺藝術學院 廣告設計科 315 

7.  高湘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系 綜高學術學程 301 

8.  李佩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美容科 327 

9.  李佳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廣告設計科 313 

10.  許茜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11.  吳嘉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美容科 329 

12.  孫珮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美容科 329 

13.  蘇靖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美容科 329 

14.  楊雅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美容科 329 

15.  李紫瑄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美容科 328 

16.  張姿穎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美容科 328 

17.  黃齡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18.  王姿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餐飲管理科 315 

19.  許婉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20.  許愛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21.  張家豪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餐飲管理科 318 

22.  尤貞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3.  林宇君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4.  林琮森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0 

25.  胡惠媛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6.  孫國軒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7.  郭子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8.  陳玉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29.  黃邦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30.  楊家琦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0 

31.  溫雅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32.  鄒沛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33.  劉彥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34.  潘靜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階梯觀光事業科 348 

35.  林宜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廣告設計科 310 

36.  陳韻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渡假服務與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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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杜秀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2 

38.  朱竣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遊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0 

39.  呂硯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遊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1 

40.  胡家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遊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0 

41.  梁怡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遊管理專班 觀光事業科 320 

42.  林妤恬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43.  陳馨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44.  孫育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觀光事業科 320 

45.  簡彣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46.  余建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47.  吳其翰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48.  李名凱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49.  周禧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0.  張予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1.  張蕎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2.  陳妤婕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3.  陳宏家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4.  陳炤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5.  陳珮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6.  黃偉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7.  蔡宇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8.  蘇秋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產學專班 餐飲管理科 315 

59.  李欣蔓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專班 階梯餐旅管理科 346 

60.  劉庭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專班 階梯餐旅管理科 346 

61.  吳鑫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62.  許婉軒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63.  盧昱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資料處理科 308 

64.  陳盈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理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65.  郭雅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66.  陳盈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67.  李慶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料處理科 308 

68.  黃閔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料處理科 308 

69.  吳鑫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70.  許茜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71.  葉湘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72.  簡彣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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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鄭紳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74.  吳永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理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75.  陳盈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76.  蔡侑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77.  蔡侑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78.  黃盈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79.  蔡佩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80.  李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美容科 329 

81.  徐韻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美容科 327 

82.  鍾鍾宜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美容科 329 

83.  王靖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應外科英文組 305 

84.  陳嘉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85.  劉雅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行銷與流通管理 綜高學術學程 301 

86.  陳姿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87.  陳莉媞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系 商業經營科 303 

88.  謝佩妤 國立屏東大學 財務金融系 觀光事業科 321 

89.  陳妍瞳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90.  李姿蝶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商業經營科 303 

91.  吳鑫雅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2.  林玟葒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3.  洪紫婷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4.  許茜雯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5.  潘玟安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6.  簡彣珈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應外科日文組 306 

97.  佘信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觀光事業科 320 

98.  鄭雅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綜高應用英語學程 302 

99.  謝佳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100.  許愛芸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應外科英文組 305 

101.  楊玉如 陸軍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工程科 餐飲管理科 315 

統計至 107 年 7 月 23 日 08:44，申請聯合登記及各別招生名單尚未放榜，持續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