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 綜 三 3 榜 單 

姓名 錄 取 學 校        學     系 錄取方式 類別 

李冠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推甄 商管 

黃婉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推甄 商管 

陳又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推甄 商管 

蘇亮尹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李玟伶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推甄 商管 

孫珊珊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分發 商管 

鄭馨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吳定霖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分發 商管 

陳昱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夜) 夜分發 商管 

劉彥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分發 商管 

林冠宇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 分發 商管 

黃貞雅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林立昂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分發 商管 

林宛俞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分發 商管 

林怡君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分發 商管 

劉湘琪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分發 商管 

蘇星源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分發 商管 

曾郁庭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分發 商管外語英 

呂京樺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推甄 商管外語英 

鄭鈴蓉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推甄 商管外語日 

林政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夜) 夜分發 商管 

曹書亞 陸軍二專班     外語英語 

楊惠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分發 商管 

陳怡璇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分發 商管外語英 

袁邦玟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分發 商管外語英 

高偉倫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分發 商管 

陳漢哲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推甄 商管 

林郁庭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系(夜) 夜獨招 外語英語 

王湘瑜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外語英 

黃湘秦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夜) 夜分發 商管 

黃晟瑋 空軍二專班     商管 

孫郁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分發 商管 

陳欣亞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推甄 商管 

馮裕介 海軍志願役     商管 

鄭旭堯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推甄 商管 

李雯媛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夜) 夜分發 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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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顥馨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融系 推甄 商管 

陳雅琦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推甄 商管 

黃士燿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涂雅涵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分發 商管 

徐瀞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推甄 商管 

余柔萱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分發 商管 

謝佩珊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推甄 商管 

陳盈安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推甄 商管 

張雅淇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推甄 商管 

施宣萱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劉庭瑄 樹德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分發 商管 

李佑傑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錢奕安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分發 商管 

吳靜涵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分發 商管外語英 

鍾錦渟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分發 商管 

廖奕婷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推甄 商管 

陳怡伶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推甄 商管 

邱聖雅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推甄 商管外語英 

林郁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夜) 夜分發 商管 

徐詠琳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分發 商管外語英 

王文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推甄 商管 

何羽涵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分發 商管 

饒嘉煌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推甄 商管 

曾雅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推甄 商管 

劉歆妤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推甄 商管 

張睿紘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推甄 商管 

吳翊寧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推甄 商管外語英 

曾資婷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推甄 商管 

林暄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推甄 商管 

周玓玫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夜) 夜分發 商管 

歐衍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分發 商管 

邱正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學測申請 商管 

陳玉樹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夜) 獨招 商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