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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〇頤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杜〇妍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黃〇踴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乙組(科管)

柯〇擎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〇南 國立交通大學 旋坤揚帆招生乙組(工程)

蘇〇琇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〇汝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洪〇方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莊〇騰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楊〇永 國立中央大學 工學院學士班 

楊〇靈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蘇〇雯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 木材科學組

萬〇鑫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林〇勳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黃〇庭 國立中興大學 興翼招生E組(工程相關)

莊〇緯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〇祥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陳〇華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洪〇玟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邱〇龍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洪〇豪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黃〇穎 國立中正大學 嘉星招生戊組(理)

蔡〇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男)

陳〇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戴〇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林〇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林〇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陳〇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潘〇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黃〇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鄭〇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陳〇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黃〇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李〇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謝〇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楊〇侑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吳〇新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李〇蓉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侯〇亞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方〇加 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林〇妤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姜〇勳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吳〇憲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賴〇清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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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〇德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戴〇勳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謝〇潘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男)

陳〇甄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黃〇哲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陳〇侖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吳〇凡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杜〇澤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張〇瑋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蕭〇霖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系

覃〇鈞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社會組)

張〇涵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洪〇雯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王〇羽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林〇禾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蕭〇文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顏〇哲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吳〇欣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鄭〇儒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莊〇專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陳〇喻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林〇毅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陳〇廷 國立屏東大學 體育學系

黃〇瑄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林〇勤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王〇賢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王〇誠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余〇萱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段〇沂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王〇輝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林〇佑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黃〇綺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黃〇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楊〇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陳〇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楊〇賢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陳〇君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呂〇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陳〇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傳播組)

李〇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林〇民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陳〇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黃〇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譚〇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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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〇財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競技學系

何〇慧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王〇毅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宋〇霖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洪〇程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鄭〇昌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郭〇佑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林〇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楠梓校區）

莊〇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第一校區）

陳〇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蘇〇霆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莊〇堯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陳〇綺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應用藝術學系

莊〇智 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

劉〇承 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

楊〇造 空軍軍官學校 應用外語系

謝〇盛 陸軍軍官學校 應用外語系

何〇熙 陸軍專科學校 飛機工程科 

李〇霖 陸軍專科學校 土木工程科

翁〇杰 陸軍專科學校 機械工程科

莊〇穎 陸軍專科學校 化學工程科

陳〇廷 陸軍專科學校 體育科 

陳〇耘 陸軍專科學校 體育科

王〇維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海洋巡防科

吳〇豪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嚴〇昌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消防安全科

王〇祥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柳〇佑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潘〇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行政警察科

楊〇佑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交通管理科

謝〇勳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陳〇霖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曾〇榮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魏〇容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林〇瑄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方〇棻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謝〇妤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吳〇璇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黃〇哲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于〇廷 東吳大學 哲學系

沈〇僮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王〇儀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郭〇甫 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曾〇甄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姓名 學校 校系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108年總榜單

朱〇彥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陳〇言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江〇婕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〇雯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自然B組)

蘇〇琳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黃〇翰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黃〇宜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楊〇傑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戴〇詮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吳〇臻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組)

吳〇靜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杜〇儀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吳〇娜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管理組 

邱〇婷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〇明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王〇偉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王〇惟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曾〇瑄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林〇頻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洪〇凱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陳〇廷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許〇璇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〇諒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陳〇蓁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陳〇如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〇叡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黃〇凱 逢甲大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劉〇亨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薛〇喬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陳〇語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王〇徨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楊〇妤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蔡〇娟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李〇誼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系

邱〇萍 中國文化大學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黃〇驊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黃〇奕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方〇珊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黃〇慧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沈〇婕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王〇芬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德國經貿商務組(高雄校區)

許〇翰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東南亞商務組(高雄校區)

馮〇儀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馮〇雯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文創設計組(高雄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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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〇慧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莊〇仁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市調組(高雄校區)

鄧〇媗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謝〇遠 銘傳大學 新聞學系（臺北校區）

胡〇川 銘傳大學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黃〇家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吳〇忻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蔡〇珊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大數據管理組（桃園校區）

謝〇恩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會計審計組（臺北校區）

林〇蓉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陳〇瑜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石〇栩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應用組)

黃〇雅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類繁星組

高〇貽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貿易與運籌組)

王〇榮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一般組

朱〇竹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一般組

周〇萱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一般組

郭〇青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一般組

黃〇軒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一般組

楊〇柔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一般組

陳〇欣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李〇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郭〇妤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人工智慧學系

謝〇宜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林〇揚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呂〇翰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李〇靈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陳〇妙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余〇慈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黃〇恩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甲組

李〇霓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臨床營養組

蘇〇宜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邱〇芬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曾〇瑜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郭〇嫻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編導製片組

王〇涵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經營組

陳〇暄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組(國際學院)

黃〇純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財務管理組

張〇霖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社會組

莊〇祐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陳〇仁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多媒體暨行動商務組

王〇婷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邱〇晴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陳〇均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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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〇筠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游〇碇 亞洲大學 視光學系

謝〇旻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旅遊事業管理組

吳〇嘉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工商與社會心理組 

莊〇傑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劉〇廷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精緻農業暨生技產業管理組 

戴〇裕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劉〇學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吳〇涵 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王〇賢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曾〇諭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粧經絡組)

李〇霈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創新經營組)

黃〇勻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李〇廷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鄭〇芯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觀光組)

吳〇澤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系

林〇潔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謝〇如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吳〇蔚 玄奘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陳〇筠 玄奘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連〇柔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吳〇縈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經貿翻譯組

吳〇甄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組

張〇綺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高齡福利服務組

許〇喬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陳〇琴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

陳〇蓉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陳〇俞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生物醫學組

陳〇潔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稅務應用組

吳〇禎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李〇珈 長榮大學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環境檢驗組)

黃〇慧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林〇德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陳〇勝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李〇庭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陳〇歆 長榮大學 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蘭花國際行銷組)

鄭〇諠 長榮大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資訊管理組

陳〇方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胡〇妤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社會組)

黃〇瑋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黃〇雯 開南大學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李〇榆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莊〇雅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〇毓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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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〇蓁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〇瀅 大仁科技大學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黃〇婷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吳〇佑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葉〇彥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蔡〇桔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陳〇諭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蔡〇翔 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謝〇慶 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呂〇羽 南臺科技大學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柯〇綺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楊〇霈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賴〇宜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朱〇祥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黃〇爵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戴〇城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陳〇竹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謝〇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莊〇潔 中華科技大學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台北校區）

王〇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王〇順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許〇豐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陳〇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蔡〇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黃〇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郭〇綺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李〇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黃〇柔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蘇〇華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王〇純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張〇維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鍾〇育 高苑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林〇晨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林〇瑋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陳〇霖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曾〇翰 崑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張〇造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林〇侖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余〇辰 正修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楊〇融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沈〇穎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蔡〇臻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周〇龍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陳〇炫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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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〇輝 遠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楊〇承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系

蔡〇柔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汪〇諭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徐〇儒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行動科技學系

楊〇勳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時尚美容藝術管理學系

李〇蓉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王〇瑋 樹德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潘〇柔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