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校名 科系 姓名 僑居地

1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許○慧 印尼

2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李○斌 緬甸

3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董○婷 泰國

4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王○昀 泰國

5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陳○容 印尼

6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廖○芳 越南

7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段○發 越南

8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張○香 越南

9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巫○雄 印尼

10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林○琪 印尼

1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蘇○玲 越南

12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王○恩 印尼

13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葉○芳 印尼

14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張○雲 越南

15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楊○蘭 緬甸

16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杜○平 印尼

17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朱○安 印尼

18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劉○湄 越南

19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李○櫻 印尼

20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彭○婷 印尼

2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楊○雯 印尼

22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周○佯 馬來西亞

23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張○順 越南

24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子科 李○聖 印尼

25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陳○歷 印尼

26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鍾○俊 印尼

27 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資訊科 梁○玲 印尼

28 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資訊科 王○華 緬甸

29 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資訊科 鍾○青 印尼

30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匡○慧 泰國

31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魯○笑 泰國

32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楊○安 泰國

33 桃園市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觀光事業科 李○ 泰國

34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許○妲 印尼

35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卓○茹 印尼

36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黃○粉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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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黎○安 印尼

38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鍾○薔 印尼

39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科僑生班 林○鳳 印尼

40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梁○欣 印尼

41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葉○銘 印尼

42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碧○立 印尼

43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楊○ 印尼

44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電子科 劉○芹 緬甸

45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觀光事務科 曾○成 馬來西亞

46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觀光事務科 劉○真 印尼

47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羅○舒 緬甸

48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李○娟 緬甸

49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陳○琳 緬甸

50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段○佳 緬甸

51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邱○明 馬來西亞

52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陳○昕 馬來西亞

53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陳○智 馬來西亞

54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明○花 泰國

55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吳○庭 越南

56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畢○鎣 越南

57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紀○皓 馬來西亞

58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邱○權 印尼

59 華德學校財團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資訊科 劉○福 印尼

60 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光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胡○玲 印尼

61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王○雲 印尼

62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李○亞 印尼

63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周○城 印尼

64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趙○揚 印尼

65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陳○茄 印尼

66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梁○衛 印尼

67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雷○婷 印尼

68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湯○釧 越南

69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鄧○莎 印尼

70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林○興 印尼

71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范○貞 越南

72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劉○欣 越南

73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蔡○亮 印尼

74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吳○素 印尼

75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李○盛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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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冼○慧 越南

77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王○芬 緬甸

78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黃○鳳 印尼

79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林○洋 柬埔寨

80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 吳○萍 印尼

81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單○珠 越南

82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資訊科 張○達 印尼

83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文○珍 越南

84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陳○佳 印尼

85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美髮建教專班 吳○玟 馬來西亞

86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何○優 印尼

87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李○佳 印尼

88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美髮建教專班 鄒○雲 印尼

89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美髮建教專班 陳○麗 印尼

90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美髮建教專班 李○鳳 越南

91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孫○萍 印尼

92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吳○萍 印尼

93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林○嘉 印尼

94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美髮建教專班 關○惠 印尼

95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海外僑生餐飲建教專班 吳○玲 印尼

96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陳○苹 印尼

97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課 陳○敏 印尼

98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溫○綺 印尼

99 高雄縣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建教資訊科 高○芝 越南

100 同德學校財團法人南投縣同德高級中等學校 食品科 陳○恩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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