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技機械一A 李柏霆 四技消防一A 黃奕豪 四技電機一A 張宗福 四技應媒一A 李秋蘭 四技觀管一A 朱耀祥 四技餐管一A 李欣怡 四技休閒一A 卓世鏞

四技機械一B 李柏霆 四技消防一B 陳耀漢 四技電機一B 朱榮祿 四技應媒一B 李秋蘭 四技觀管二A 蔡慧芳 四技餐管一B 杜孟家 四技休閒二A 黃鉑翔

四技雙軌機械一A 黃培堯 四技消防二A 張正瑜 四技雙軌電機一A 徐煒峻 四技雙軌應媒一A 蕭紋旭 四技觀管三A 廖玉齡 四技餐管一C 賴毓宏 四技休閒三A 錢慶安

四技機械二A 朱俊儀 四技消防二B 麥守義 四技電機二A 吳文誌 四技應媒二A 陳以真 四技觀管三B 廖婉芬 四技餐管二A 張凱雯 四技休閒四A 周靈山

四技機械二B 譚仲明 四技消防三A 紀人豪 四技電機二B 徐煒峻 四技應媒二B 陳以真 四技觀管四A 廖玉齡 四技餐管二B 張凱雯 休閒延修 趙國斌

四技雙軌機械二A 黃培堯 四技消防三B 盧添源 四技雙軌電機二A 陳聰敏 四技雙軌應媒二A 蕭紋旭 四技觀管四B 林嘉洽 四技餐管二C 陸惠玲

四技機械三A 朱俊儀 四技消防三C 賴王彬 四技電機三A 王顯華 四技應媒三A 傅湊宗 觀管延修 林嘉洽 四技餐管三A 陳心怡 四技造型一A 郭美貝

四技機械三B 陳俊良 四技消防四A 林俊昱 四技電機三B 朱榮祿 四技應媒三B 傅湊宗 新南向觀管一A 林志達 四技餐管三B 王雪卿 四技造型二A 葉鎧瑜

四技雙軌機械三A 黃培堯 四技消防四B 陳麗夙 四技雙軌電機三A 陳清華 四技應媒三C 蔡寬呈 四技餐管三C 陳明良 四技造型三A 李珮緹

四技機械四A 陳本明 四技消防四C 張文成 四技電機四A 林永堅 四技雙軌應媒三A 蕭紋旭 四技餐管四A 李欣怡 四技造型四A 卓聖水

四技機械四B 戴子淳 消防延修五A、六A 林俊昱 四技電機四B 張耿魁 四技應媒四A 翁富美 四技行流二A 黃隆建 四技餐管四B 葉國献 造型延修 卓聖水

四技雙軌機械四A 黃培堯 消防延修五B、六B 陳麗夙 四技雙軌電機四A 張宗福 四技應媒四B 蕭紋旭 四技行流三A 黃隆建 四技餐管四C 賴毓宏

新南向機械一A 蕭明章 消防延修五C 張文成 四技僑專電機一A 葉建廷 四技應媒四C 翁富美 四技行流四A 黃隆建 四技餐管延修五A 陸惠玲 四技長照一A 蕭玉芬

新南向機械四A 譚仲明 消防研一A 林俊昱 四技僑專電機一B 葉建廷 四技雙軌應媒四A 蕭紋旭 行流延修 黃隆建 四技餐管延修五B 陸惠玲 四技長照二A 林健男

機械延修 陳本明 消防研二A 林俊昱 四技僑專電機二A 朱榮祿 應媒延修 許榮望 四技餐管延修五C 陸惠玲 四技長照三A 許紹清

消防研延修 林俊昱 四技僑專電機二B 朱榮祿 應媒研一A 何漢彰 餐管研一A 蕭烟淨 四技長照四A 許紹清

四技僑專電機三A 林永欽 應媒研二A 洪萬富 四技應日二A 林志達 餐管研二A 陸惠玲 長照延修 林家惠

四技車輛一A 徐旭華 四技僑專電機三B 林永欽 應媒研延修 洪萬富 四技應日三A 徐毓瑩 餐管研延修三A 蕭烟淨

四技車輛二A 楊朝統 四技安管三A 廖恩慧 電機延修 林永堅 四技應日四A 鄭惠芬 餐管研延修四A、五A 蕭烟淨 四技幼保一A 郭俊呈

四技車輛三A 戴子淳 四技安管四A 郭源欽 新南向電機三A 賴富順 應日延修 徐毓瑩 新南向餐管一A 阮宣宏 四技幼保二A 何玉琳

四技雙軌車輛一A 陳奇言 安管延修五A、六A 陳榮宗 電機研一A 何銘子 新南向餐管二A 阮宣宏 四技幼保三A 黃珮書

新南向安管二A 吳震能 電機研二A 徐煒俊 新南向餐管三A 張凱雯 四技幼保四A 陳玉芳

新南向安管四A 賴富順 電機研延修 徐煒俊 僑生產學專班二B 羅德維 僑生產學專班二A 羅德維 幼保延修 陳玉芳

新南向應媒一A
蔡寬呈/

蕭紋旭

餐旅管理系(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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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消防系(所) 電機工程系(所)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觀光休閒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幼兒保育系

長期照護與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所)

美髮美容造型設計系

應用日語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