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全國公開賽
遞補正取繳費名單

流水號 參賽資格 參賽組別 隊長姓名 隊長身份證字號
150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水果切盤組(高中職組) 沈O璇 H225536***
1672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水果切盤組(高中職組) 黃O淇 A232526***
169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水果切盤組(高中職組) 郭O淇 W200454***
169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水果切盤組(高中職組) 許O W200455***
1649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托盤技能組(大專組) 陳O佑 A230333***
1737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托盤技能組(大專組) 孫O軒 H225224***
149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陳O辰 E125969***
149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鄭O婷 L225556***
149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黃O娟 F229799***
151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王O平 H225840***
152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盧O璇 H225852***
152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蔡O蓁 H225676***
152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邱O榛 H225685***
1534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謝O如 G222413***
1535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莊O軫 G222414***
155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托盤技能組(高中職組) 賴O安 L225473***
1039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陳O安 A230595***
1380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林O耀 A130499***
1447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管O帆 H225354***
1462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張O豪 F128741***
1568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林O瑜 M222827***
1759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咖啡拉花組(大專組) 廖O萱 P224270***
100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張O傑 G122427***
129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李O B223521***
133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黃O富 P124521***
133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葉O翔 L125655***
166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許O楷 B123548***
171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王O苓 X220595***
171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呂O穎 G222333***
1752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鄒O玲 G222349***
176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黃O雯 E225504***
176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彭O葦 H125398***
177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林O妘 F230448***
177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拉花組(高中職組) 簡O貞 F229788***
137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邱O翔 S125566***
144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林O瑩 F230293***
149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鄒O芸 J223074***
1514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魏O柔 F230912***
164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胡O軒 A230959***
165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劉O慈 H225362***
170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陳O鈺 G222436***
170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邱O秀 G222403***
1751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鄒O玲 G222349***
179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咖啡飲品立體雕花組(高中職組) 李O秀 P224394***
1030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法式烘焙甜點組(大專職業組) 劉O政 L125184***
1645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法式烘焙甜點組(大專職業組) 蘇O艷 AC30298***
139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法式烘焙甜點組(高中職組) 高O羽 H225552***
1515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單人花式調酒組(大專職業組) 何O廷 H12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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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 從事餐旅行業者 單人花式調酒組(大專職業組) 林O桀 F129128***
1669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單人花式調酒組(大專職業組) 潘O丞 T125790***
160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花式調酒組(高中職組) 張O毅 F131046***
163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花式調酒組(高中職組) 張O訢 F130877***
130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沈O瑄 L225623***
131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柯O楹 B223525***
131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蔡O妤 K223218***
136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歐O余 K123243***
137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黃O禕 K223144***
1379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廖O萱 Q224439***
1381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黃O婷 H225752***
141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許O婷 P224544***
141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陳O萱 H225643***
141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陳O榆 F229802***
142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鄭O萱 T225725***
143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林O彤 A230283***
143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林O蓁 A230577***
143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單人競速花式餐巾摺疊組(高中職組) 盧O安 A230687***
1024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大專職業組) 陳O甫 L125277***
1056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大專職業組) 顏O卉 X220587***
118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高中職組) 高O謙 P124535***
123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高中職組) 羅O能 H125732***
178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高中職組) 徐O? F229807***
178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傳統標準調酒組(高中職組) 劉O枚 F229795***
1010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陳O佑 A230333***
109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張O毅 H125455***
1104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楊O諺 H125325***
111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陳O筑 H225619***
1146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龔O妤 F230776***
119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何O禎 F229811***
121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邱O君 H225757***
122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吳O恩 F130375***
122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胡O萱 H225294***
1240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袁O環 H225262***
126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梁O富 S125489***
1294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余O龍 F130634***
132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極速調酒組 曹O有 H125573***
1351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江O汶 F129950***
1386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曾O凱 G122405***
1401 從事餐旅行業者 極速調酒組 黃O臻 F230536***
1457 從事餐旅行業者 極速調酒組 王O愷 H125376***
1475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黃O螢 F230051***
1483 從事餐旅行業者 極速調酒組 李O倫 A127918***
1554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極速調酒組 陳O揚 F130308***
162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團體餐檯布置組(高中職組) 陳O安 F131068***
180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團體餐檯布置組(高中職組) 李O凡 L125690***
1479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司徒O賢 HC30531***
1481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黃O霆 H12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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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陳O均 N226063***
1533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廖O緯 H125377***
1541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王O楨 H225264***
1542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黃O晟 H125633***
1553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高O盛 F130184***
1597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洪O玉 F130276***
1627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彭O瑄 J222907***
1628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何O軒 A227969***
1704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吳O磬 F131092***
1792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大專組) 吳O磬 F131092***
1017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張O傑 G122427***
114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陳O維 H125668***
118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周O杰 A131184***
146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丁O仁 F131099***
153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胡O芸 J223005***
157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鄭O生 G122484***
169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吳O芷 D223230***
1746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藍O芳 G222431***
1747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陳O頻 G222433***
1760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手沖萃取組(高中職組) 林O勳 E125470***
115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虹吸壺萃取組(高中職組) 楊O樺 H125670***
119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虹吸壺萃取組(高中職組) 宋O翰 H125768***
124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精品咖啡虹吸壺萃取組(高中職組) 黃O媁 A231266***
1072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大專組) 陳O庭 M122914***
1677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大專組) 胡O那 CF30463***
1037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高中職組) 陳O威 J123042***
1615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高中職組) 林O哲 N126386***
1674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高中職組) 劉O勝 A131738***
170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主餐)(高中職組) 王O棋 L125657***
1676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大專組) 柏O亞 FC30468***
101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黃O碩 J123106***
131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黃O文 K123215***
1519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莊O庭 H225367***
168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吳O晴 F229789***
171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曾O宏 L125683***
1732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郭O妤 F230382***
1753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曹O良 G122515***
1754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董O奇 G122416***
1755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胡O柔 G222306***
1757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劉O哲 G122246***
177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廚藝展示組(前菜/開胃菜)(高中職組) 潘O原 B123646***
1593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糕點裝飾展示組(大專組) 李O暄 H225359***
1238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糕點裝飾展示組(高中職組) 賴O辰 H225645***
1765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糕點裝飾展示組(高中職組) 李O玲 E225641***
102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張O雯 C221586***
103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劉O欣 U222011***
1074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陳O? F230785***
1531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陳O靜 F23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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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沈O琪 J223010***
1671 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賴O怡 A230972***
1723 全國高中職在籍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高中職組) 林O韋 F130380***
1620 五專四年級以上學生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組(大專組) 劉O瑟 Q2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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