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四觀光 3BC 校外實習錄取名單 104.1.29 

廠商 學生 分發部門/單位 報到時間 輔導老師 

遠雄海洋公園 

遠雄悅來大飯店 

江冠昭 飯店-餐服部 
宿舍入住： 

104 年 01 月 25 日 

報到訓練： 

104 年 01 月 26 日

08:30-18:00 

吳秉珊 老師 

賴慧宜 公園-「娛樂」遊憩部 

許秦毓 公園-營運部 

何宜庭 飯店-娛樂部 

韓少媞 飯店-餐服部 

陳建丞 公園-「餐飲」商品部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湯佩璇 竹川日本料理餐廳 104 年 3 月 23 日 

關西六福莊 

林美伶 房務部 

104/2/1(日) 15:00 

王文蘭 老師 

吳詩涵 休閒活動部 

陳岳廷 客務部(服務中心) 

六福村 

陳致伶 遊樂服務部 

陳家宜 遊樂服務部 

錢美伊  顧客服務部 

花翎旅行社 

陳郁心 團輔人員 

104/2/2 邱裕涵 團輔人員 

黃筠 內勤 

王品集團 

李靜怡  西堤-台北南京東  

建議：104年01月26日 

個別通知 

王文蘭 老師 
周彥如  品田-萬華家樂福  

譚渼梃  夏慕尼-台中大隆  

王苡雯 夏慕尼-台中文心 

嚴梅娟  夏慕尼-台中文心  

吳秉珊 老師 

羅心妤  夏慕尼-台中文心  

洪夢璘  藝奇-桃園南華  

羅意婷  藝奇-竹北光明  

王柔歡  舒果-台中市政北  

陳恩庭  hot 7-金典綠園道  

林逸焄  Ita-臺灣大道  

王怡姍 西堤-家樂福文心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 

莊雅婷 三燔美麗華 廚房 2015/1/19(一) 

AM 08:45 

吳秉珊 老師 

黃鈺婷 宴會廳外場 
王文蘭 老師 

藍娸菱 蘭城-西餐廳外場  

時代國際飯店 蔡昀珊 酒吧 
2015 年 1 月 26 日 

早上九點鐘 
吳秉珊 老師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王怡萱 麗緻坊 
2015 年 1 月 16 日(五) 

上午 10 點 30 分 

金湖大飯店 李怡臻  2015/02/02 09:00 王文蘭 老師 

鴻禧旅行社 

周啓翔、詹雅筑 

胡嘉仁、潘文凱 

陳佳君、林士傑 

魏嘉佑、許嘉珍 

王健同、傅方泙 

林致廷 

台北 

104/1/5 08:45 

104/1/12 08:45 

陳振芳 老師 

許元齊、林  佳 

盧昱璇、黃資晴 

何嘉倫、李宥騰  

陳侰潓、蕭雅予 

曾綉燕、茅雅彙 

李佳紋 

台中 謝永茂 老師 

楓樺台一渡假村 
邱羿蓁 餐飲-外場 104/2/1(日) 

報到前一周主管會通知 
張宏政 主任 

賴宥安 餐飲-外場 

新幹線花園酒店 
李依潔 房務部 

104/1/1 08:00 林韻文 老師 
黃昱庭 房務部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劉欣霓 宴會廳 BQT 

報到日期： 

2015 年 02 月 01 日 

報到時間：AM08:30 
林永森 老師 

昭盛 52 行館 林揚翊 服務中心 104/3/15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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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學生 分發部門/單位 報到時間 輔導老師 

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張婷瑛 宴會廳 尚未通知 

張定中 老師 

屋馬燒肉料亭 蔡鎮宇 中港店 目前工讀中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程郁淇 定食 8 目前接受主管職務培訓計畫 

鼎泰豐 

張君鴻 台中店-傳菜 
104/1/19(一) 

上午 11:00 
廖育菁 台中店-餐飲 

江佳樺 台中店-餐飲 

林于捷 台中店-點心 104/1/5(一)上午 11:00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吳友妮 客務 2015/1/26(一)8:20 

林妏嬪 老師 
飛牛牧場 李佳欣 未通知 

2015 年 2 月 1 日(日) 

下午 15 點 00 分 

台中亞緻大飯店 
陳竑學 餐飲部 2015 年 1 月 30 日 

上午 10 時 20 分 

陳韡方 老師 

劉思吟 餐飲部 

裕元花園酒店 

賴國豪 喆園中餐廳 
2015 年 1 月 26 日(一)  

上午 09:30 
陳婉玲 宴會廳 

鄭思俞 溫莎咖啡廳 

僑園大飯店 阮書雯 百匯 尚未通知 

雲品溫泉酒店 
范嘉家 客務組 104 年 02 月 01 日 

下午 3 點 

楊主恩 老師 

陳玉庭 房務組 

清新溫泉飯店 
陳彩佩 休開 104 年 02 月 01 日(星期日) 

09:00 楊旻軒 房務部 

永豐棧酒店 
邱慧綺 風尚西餐廳 

尚未通知 
古智宇 穎餐廳 

雪霸休閒農場 

黃偉航 西餐 

2015/02/06(五) 早上 7:00 范振德 老師 

薛如閔 咖啡廳 

劉芳妤 餐飲部 

林怡君 櫃檯 

許孟庭 房務部 

林葉婷 餐飲部 

薰衣草森林 

白靜倚 好好西屯店 
104/1/15 09:00 

黃小玲 老師 

呂雨桑 好好西屯店 

方怡忻 
緩慢民宿緩慢民宿石

梯坪店-房務 
104/3/20 10:00 

全國大飯店 
伍凱文 房務室 

104/02/01 
王雅玟 全國 CAFE 

統一星巴克 
陳姿諭 朝富門市 

104/1/12 10:00 
洪紫育 五權門市 

西悠飯店 李佳宜 服務中心 尚未通知 

杜光玉 老師 台中兆品酒店 
林沂臻 房務部 104/1/6 

羅婉瑄 中餐廳 104/2/1 

井上燒鍋店 范嘉芸 八錢鍋物 目前工讀中 

日本北海道然別湖福原飯店 

葉家如  

預計 104 年 1 月 15 日出發 各自班級導師 李彥霆  

劉咏雯  

嗆麻辣火鍋 陳建吏   張宏政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